
《创意文案：基础理论与实务训练》实践课程大纲 

一、实践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160068S 

英文名称：Creative copywriting：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training 

授课对象：新闻传播、媒体管理、广告、文学以及相关专业的大一至大四的学生以及相关专业研究生 

开课学期：■春     □夏     ■秋 

学分/周数：2 学分/第 3 周至第 16 周   (52 学时) 12 学时理论课，40 学时实践课  

先修课程：无 

教学方式：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实训 

考核方式：考查 

课程简介： 

本课程定位于一门微时代的创意写作课，打通电视、广告、图书、网络等多个区域，从创意文案的策

划与写作入手，带领学生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研发部《文案工作坊》为实操园地，以系统的基础理论结

合丰富的实务训练，链接目前欧美、港台以及中国大陆各类媒介终端创意节目，讲授各类创意文案从策划

到写作全过程，使学生对创意文案之于创意产业的价值与功能有比较明晰的了解，初步具备节目创作者需

要的创新能力与创意主动性，并通过从文案到视频的有效方式使学生具备以下能力：将优质创意以优质文

案的形式完美呈现出来。 

二、实践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目的：使相关专业学生在学习之后，首先能够具备新媒体时代创新人才所必须的新特质：创意的

主动性和执行力的高效，从而认识到节目创作不仅是一项专业技能，更是蕴涵了多学科知识点，可以充分

发挥个体创新潜能，缔造自身社会核心竞争力的全科课程。 

教学要求： 

1、明确创意文案对于媒介创意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2、了解创意学、写作学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本理论 

3、学习目前国内、国外名牌栏目与节目的创意文案经典案例 

4、初步掌握如何策划、撰写节目文案的基本技能 

三、实践教学内容与安排 

理论课程从第 3 周开始，与实践课程交叉进行，至第 13 周。每周 2 个学时，共 12 学时。 

   1、第 3 周（2 学时） 

    绪论：创意学与创意写作；新媒体写作与超文案制作；从文人到创意人 

《创意学概论》—— 

创意学的理论品格：1 具有坚定不移的实践性品格；2 极大的开放性 

创意的最终目的——产业化——创意产品 

创意产品——策划 制作 销售   

策划流程——概念文案 



工程流程——操作文案 

营销流程——营销文案  

《创意写作》：文案写作——生产类创意文本 

创意文案：创意产品生成过程中依据的全系统蓝本  

《新媒体写作论》：写作制作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生存于微时代的大小终端：微博 微信 微视频 微电影等等，呈现“超文本”

的形态。对应的文案写作也进入了微时代的超文案写作与制作时段：交互式与碎片化  、视觉系大于思想

系、 技术咖完胜人文客 

文案人的进化：文人——商人（在经典广告学领域，所谓文案就是坐在键盘后面的销售人员）——创

意人 

创意人——超级创意层 创意执行层 创意经纪层 

三个层级完成三个阶段的创意文案 

超级创意层——概念文案 

创意执行层——操作文案 

创意经纪层——营销文案 

2、第 5 周（2学时） 

    概念文案——从定义到生成 

重点内容: 

第一节 定义与边界 

第二节 概念的创意生成 

从超级点子到创意概念  发现力与概括力从何而来？ 资料意识  搜索功夫  复合路径 个性养成  

关注与总结影视传媒 广告界众创意大咖的思维方法论 

    3、第 7周（2学时） 

概念文案：创异 创新 创造 

重点内容: 

第三节 从创意到创异 

精确远胜深刻 亲近常识  远离常规  不一般的文字游戏  书名 电影名  

第四节 从创异到创新 

远离红海 发现蓝海 原浙江卫视夏陈安的创意冲动 本土真人秀节目的虚热 将韩国综艺节目版权买

尽 

第五节 从创新到创造 

重新定位 发布新的航海图  THINK DIFFERENT  苹果 乔布斯  原 SMG 黎瑞刚的新动作 

芒果台的文案趋势 吴梦知的弹幕式文案 

4、第 9周（2学时） 

操作文案——从定义到生成 

重点内容: 

第一节 定义与边界 

第二节 动手·动笔 

文案人如何落笔草稿  用 A4 纸  WORD 还是 PPT 



第三节 动脑·动脚 

先是脚本，才会成为台本  不断修改  持续完善 才能上得了台面 

5、第 11周（2学时） 

操作文案：环节 、 模块、 形式 

第四节 环节·模块 

所有的本都有模本  在每个环节学会运用专业名词 

第五节 形式依然王道 

除了细节，文案急需颜值。如同第一印象，你呈现的首先是形式。 

6、第 13周（2学时） 

营销文案：定义与生成 

第一节 定义与边界 

第二节 不断进阶的整合 

文案整合营销：从舒尔茨的《整合营销传播》到微博与微信的文、图、视频整合传播到微信公众号的

完美整合 

第三节 不断膨胀的故事 

文案故事营销： 广告 图书 影视  雕刻时光官方微博《一杯勇敢的咖啡》 单向街书店微信公众号 

营销文案：线上与线下；技术与艺术 

第四节 不断联通的系统（线上线下） 

文案话题营销：热题炒作 经纪公司（人）与演员 导演的联手  最拽的营销：台词即文案 《后会无

期》的先期营销：你连人都没生过，还谈什么人生！ 

第五节 不断融合的技艺（技术与人文） 

文案灵魂营销：芒果台的自我形象塑造  海报 形象片 片花 

将灵魂的气息巧妙而狠狠地植入技术软件…… 

 

实践课程从第 4 周开始，连续进行至第 16 周。1、2、4 学时不等，共 40 学时。 

第 4 周（2 学时） 

主要内容：观摩经典节目，以及优秀学生文案作业；阅读讨论课程 了解创意产品特质与制作流程 

第 5 周（2 学时） 

主要内容：观摩文案 经验交流 

第 6 周（4 学时） 

主要内容：分组作业 完成本学期概念文案 

第 7 周（3 学时） 

主要内容：概念文案点评 

第 8 周（4 学时） 

主要内容：初识摄像机 请技术老师讲授 ENG 知识点 校园拍摄实践 

第 9 周（4 学时） 

主要内容：继续校园实践 完成口述类型命题作业 

第 10 周（4 学时） 

主要内容：请技术部老师讲授演播室课程 分组完成操作文案 学习分镜头脚本 

第 11 周（6 学时） 

主要内容：根据操作文案，六组共同完成演播室录制工作 



第 12 周（2 学时） 

主要内容：研习交流营销文案  学习后期剪辑层面的技术知识点 进入后期剪辑工作 

第 13 周（4 学时） 

主要内容：继续视频作业的后期剪辑系列工作 

第 14 周（2 学时） 

主要内容：提点与示范校电视台上传规则  完成视频作业 

第 15 周（1 学时） 

主要内容：视频作业自评与老师点评 

第 16 周（2 学时） 

主要内容：指导学生从节目文案的策划写作全流程，回归与总结节目策划、拍摄与制作的生产过程，

结合实践操作中的具体问题，透析文案写作三个阶段的特质，使得学生将理论课程的要点与实践操作中的

关节点结合思考，深刻体味创意文案之于整个节目生产与制作过程中的价值与功能。 

四、作业、考核 

作业：将结合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文案工作坊》常规节目制作，运用课上所讲授知识点，布置学生

文案作业，包括概念文案、 操作文案、 营销文案的创意分析与撰写，直至完成微视频作业。 

考核方式：平时表现占 40%（出勤 20%；作业 20%）；期中占 30%（三阶段文案作业各占 10%）；期末占

30%（个人合作精神、重要录制活动、后期剪辑质量各占 10%） 

五、相关实践、实验讲义或教材 

[1] 朱冰著:《超文案：微时代的创意文案指南》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7月版 

[2] 朱冰、陈可人著:《极端制作》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 许道军、葛红兵著:《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4月第一版 

    [4] 何坦野著：《新媒体写作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第一版  

    [5] (美国)约瑟夫·休格曼著  杨紫苏 张晓丽译:《文案训练手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113年版 

    [6] 马正平编著：《高等写作学引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 段轩如、杨杰主编: 《写作学教程》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3版） 

    [8](澳)哈特利 著 曹书乐 包建女 李慧译: 《创意产业读本》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美）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著 赵燕飞译:《微讯息时代写作的艺术》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年版 

    [10]路克·苏立文 著  赵萌萌译:《文案发烧》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执笔人：朱冰 

                           教学办主任： 姚眉 

                                                      教学副院长：刘杰锋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search.aspx?category=01&key2=%u6BB5%u8F69%u5982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search.aspx?category=01&key2=%u6768%u6770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search.aspx?category=01&key3=%u4E2D%u56FD%u4EBA%u6C11%u5927%u5B66%u51FA%u7248%u793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