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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锋 教授 介绍 

 

胡智锋教授 

胡智锋，男，1965 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

士。 中国传媒学术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广播电视艺

术学始创者之一，电视美学重要奠基者，电视传播艺术学、传媒艺术学创建

者，著名电视节目策划人，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胡智锋教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澳

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

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中组部“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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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4）、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

批”人才（2008）、“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0）、全国

“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2）、“新中国 60年影响中国广播电视进程的

60位人物”（2009）、首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

基金评审专家。曾任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主编、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院长、国家一级学会——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其他社会兼

职主要有：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6）、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电视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7）、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2018）、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智能传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9）、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融媒体文化委员会副主任（2019）。 

胡智锋教授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 40 余项，已出版学术

专著《立论中国影视》、《电视传播艺术学》、《影视文化论稿》、《电视美学

大纲》等 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500余篇；已出版、发表各类学术成果近 1000

万字。多次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参与了百余个电视频道、栏目、大型节目的策划和

主创工作；担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

的评委。曾赴美国、俄罗斯、法国、芬兰、英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香港等

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学术交流。  

    胡智锋教授长期致力于传媒、艺术、文化研究，特别是影视艺术和传媒文化

等领域的创作、生产、传播研究，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传媒与艺术教育、美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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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政策、理念、方法研究。秉持“服务国家战略，将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紧

密结合，秉持本土化理念，为打造中国特色的传媒、艺术与文化的战略体系，提

供观念支撑。服务行业发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秉持有效性理念，为打造

中国特色的传媒、艺术与文化的运营体系，提供学理支撑。服务学术和学科建设，

将学术与教育紧密结合，秉持建构性理念，为打造中国特色的传媒、艺术与文化

的教育（学术与学科）体系，提供思想支撑”的研究理念。 

主要著作 

1. 《网络视频节目策划》（第一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4 

2. 《电视节目策划学（第三版）》（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8 

3. 《传媒艺术导论》（专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9 

4. 《传媒艺术经典导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9 

5. 《本土化：中国影视的文化自觉》（专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2 

6.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2019）（主编之一），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8-4-1、2019-4-1 

7. 《全球化与后全球化——中国影视的进程与前景》（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

11-1 

8.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in China（专著）, Paths International Ltd, 2018-

4-1 

9. 《立论中国影视——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专著），中华书局，

2017-12-1 

10. 《图景与前景——“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影视》（第二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11-1 

11. 《中国电视健康传播报告 2016》（第一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2-1 

12. 《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理念与路径》（第一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12-

1 

13. 《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创新与融合》（第一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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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视发展新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1 

15. 《电视艺术新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1 

16. 《电视文化新论》（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1 

17. 《年度对话：中国传媒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5-

1 

18. 《现代传播文丛（2009-2013）》（总主编，9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5-1 

19. 《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新研究》（专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1 

20. 《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丛书》（总主编，12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1 

21. 《电视节目策划学（第二版）》（主编国家规划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1 

22. 《电视美学概论（观众审美篇）》（专著），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2013-6-1 

23. 《电视美学概论（基础篇）》（专著），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2013-6-1 

24. 《影视文化概论》（专著），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2013-3-1 

25. 《影视艺术导论》(国家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1 

26.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1）（2012）（2013）（2014）（主编之一），科学

出版社，2012-1-1、2012-7-1、2013-3-1、2014-7-1 

27. 《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发展报告》（第一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12-1 

28. 《创意与责任：中国电视的本土化生存》（专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4-1 

29. 《电视受众审美研究》(专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0-3-1 

30. 《现代传播文丛（1998-2008）》（总主编，9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2-1 

31. 《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第一主编），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8-11-1 

32. 《电视节目策划学（第一版）》（主编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7-1 

33. 《内容为王——中国电视类型节目解读》（专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6-1 

34. 《“真相”与“造像”——电视真实再现探密》（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1-1 

35. 《中国名牌电视栏目解析》（第一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1-1 

36. 《会诊中国电视》（专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1 

37. 《电视的观念——胡智锋自选集》（专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8-1 

38. 《电视传播艺术学》（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1 

39. 《世界遗产与我们》（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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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电视审美文化论》（专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1 

41. 《电视实务丛书》（主编之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1 

42. 《影视文化前沿（上）（下）》（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1 

43. 《文艺学与美学前沿（第三辑）》（主编之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1 

44. 《中国电视策划与设计》（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1-1 

45. 《电视法制节目：特质、创作与开发》（专著），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3-10-1 

46. 《电视美学大纲》（专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1-1 

47. 《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主编之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1 

48. 《影视文化论稿》（专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9-1 

49. 《当代电影理论文选》（主编之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0-1 

50. 《中国电视观念论》（专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1 

51. 《电视美的探寻》（专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1-1 

 

论文 

1.《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 胡智锋,陈寅. 传媒艺术生态格局：新背景、新态势、新认识[J]. 新华文摘,2021,14. 

2. 胡智锋,陈寅. 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J]. 新华文摘,2020，

16. 

3. 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新探索——以《朗读者》为例[J].新华文摘.2018,01. 

4. 中国影视行业如何形成世界级竞争力[J]. 新华文摘.2016,04. 

5.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现状与发展[J]. 新华文摘.2014,17. 

6. 免费开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创新[J]. 新华文摘.2013,07. 

7. 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J]. 新华文摘.2011,19.   

8. 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三大问题[J]. 新华文摘.2010,21.   

9. 中国电视 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J]. 新华文摘.2008,22. 

10. 中国电视内容生产的潮流与趋势[J]. 新华文摘.2006,10.   

11. “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四个浪潮[J]. 新华文摘.2000,02.    

12. 论电视纪录美学[J]. 新华文摘.19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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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华文摘》观点摘编 

13. 胡智锋,陈寅. 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前瞻思考[J]. 新华文摘,2020,8. 

14. 媒介融合时代传统电视媒体如何保持活力[J]. 新华文摘.2015,12. 

15. 何谓传媒艺术[J]. 新华文摘.2014,11.   

16. 当前中国电视节目创新发展的三种动向[J]. 新华文摘.2011,23.  

17. 主持人的角色与责任[J]. 新华文摘.2009,22.   

18. 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处理的三个关系[J]. 新华文摘.2007,24. 

 

3.《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1. 新环境下中国电视的发展与创新空间[J].新闻与传播.2018,06. 

2. 中国电视剧的话题性研究[J].影视艺术.2017,07. 

3. 原创力：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起点[J]. 影视艺术.2016,03. 

4. 融合·转型·重构：局变中的视听传媒业[J]. 文化创意产业.2016,03. 

5. 内容、机构、人才与收益：论当前媒介融合时代的电视活力[J]. 新闻与传播. 2015,06. 

6. 聚焦微时代的精神状况[J]. 文化研究.2014,10. 

7. 免费开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创新[J]. 文化研究.2013,05. 

8. 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J]. 新闻与传播.2013,05. 

9. 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J]. 影视艺术.2013,05. 

10. 中国电影国际传播问题三思[J]. 影视艺术.2012,09. 

11. 2010年世界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 影视艺术.2012,01. 

12. 2008年电视热点问题研究之分析[J]. 影视艺术.2009,07. 

13. 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J]. 新闻与传播.2009,03. 

14. 2007年中国电视研究新著述评[J]. 影视艺术.2008,07. 

15. 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J]. 新闻与传播.2008,06. 

16. 2006年中国电视热点研究分析[J]. 影视艺术.2007,06. 

17. 电视选秀的第三条道路[J]. 新闻与传播.2007,05. 

18. 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研究新著综论[J]. 影视艺术.2005,06. 

19. 2002—2003年中国大陆电视艺术研究新著综论[J]. 影视艺术.2004,05. 

20. 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J]. 新闻与传播.2002,03. 



 7 

21. 影视文化三论（上）[J]. 影视艺术.2001,02. 

22. 影视文化三论（下）[J]. 影视艺术.2001,02. 

23. 当前三种电视现象之评析[J]. 新闻与传播.2000,03. 

24. “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四个浪潮[J]. 电影、电视艺术研究.2000,01. 

25. 十年来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一种描述[J]. 新闻学.1999,02. 

 

4.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1. 胡智锋,胡雨晨. 五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发展述评[J].当代电视. 2022(02):13-19 

2. 胡智锋.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修养[J].中国文艺评论. 2022(01):49-51 

3. 胡智锋,王廷轩.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价值与功能[J].北京电影学院学

报. 2022(01):4-12 

4. 孙榕,胡智锋. 5G/F5G 技术对于中国电影影响的分析[J].现代电影技术. 2022(01):5-

9 

5. 胡智锋,徐梁. 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研究：特征、历程与价值[J].电影艺

术. 2022(01):50-57 

6. 胡智锋,胡雨晨. 2021 国庆档电影的“新”收获[J].视听理论与实践. 2021(04)：8-

10 

7. 胡智锋,徐梁. 彰显纪录片的精神伟力与艺术张力——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撼人力量[J].新闻战线. 2021(16)：21-23 

8. 胡智锋,王昕. 《中国医生》：再现与“新冠”短兵相接的时刻[J].当代电影. 

2021(08)：15-18+182 

9. 胡智锋,徐梁. 明镜·播种·筑梯：庆祝建党百年电视主题节目创作观察[J].当代电视. 

2021(07)：22-24 

10. 胡智锋,王昕. 中国特色电影市场历史经验的回望与前瞻[J].中国电影市场. 

2021(07)：4-6 

11. 胡智锋. “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逻辑、现实依据与未来理念[J].北京电影学

院学报. 2021(06)：4-8 

12. 胡智锋,刘俊.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传媒艺术学建构的意义与价值[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1(04)：163-169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DDS202202018&dbcode=CJFQ&dbname=DKFXTEMP&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WPL202201011&dbcode=CJFQ&dbname=CJFDTEMP&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BDYX202201001&dbcode=CJFQ&dbname=CJFDTEMP&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YSJZ202201003&dbcode=CJFQ&dbname=CJFDTEMP&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YYS202201007&dbcode=CJFQ&dbname=DKFXTEMP&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TSJ202104003&dbcode=CJFQ&dbname=CJFDTEMP&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WZX202116007&dbcode=CJFQ&dbname=CJFD2021&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WZX202116007&dbcode=CJFQ&dbname=CJFD2021&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DDY202108003&dbcode=CJFQ&dbname=CJFD2021&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DDDS202107004&dbcode=CJFQ&dbname=DKFX2021&v=
https://chn-oversea-cnki-net.libezproxy.must.edu.mo/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MSC202107001&dbcode=CJFQ&dbname=CJFD202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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