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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鋒 教授 介紹 

 

胡智鋒教授 

胡智鋒，男，1965 年生，先後畢業於山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

士。 中國傳媒學術領域第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廣播電視藝

術學始創者之一，電視美學重要奠基者，電視傳播藝術學、傳媒藝術學創建

者，著名電視節目策劃人，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胡智鋒教授現任北京電影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澳

門科技大學訪問教授、兼職博士生導師, 國家一級學會——中國高等院校影視

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戲劇與影視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

文聯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入選中組部“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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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14）、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

批”人才（2008）、“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10）、全國

“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2012）、“新中國 60年影響中國廣播電視進程的

60位元人物”（2009）、首屆國家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社

科基金評審專家。曾任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現代傳播》主編、北京師範大學藝

術與傳媒學院院長、國家一級學會——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會長。其他社會

兼職主要有：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

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視聽專業委員會副主任（2016）、中國電視

藝術家協會電視劇專業委員會副主任（2017）、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2018）、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智慧傳播專業委員會副主任（2019）、中國電

視藝術家協會融媒體文化委員會副主任（2019）。 

胡智鋒教授主持參與國家級、省部級等各類科研專案 40 余項，已出版學術

專著《立論中國影視》、《電視傳播藝術學》、《影視文化論稿》、《電視美學

大綱》等 3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 500餘篇；已出版、發表各類學術成果近 1000

萬字。多次榮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中國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

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參與了百餘個電視頻道、欄目、大型節目的策劃和

主創工作；擔任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大獎、中國新聞獎、中國廣播影視大獎、

中國電影金雞獎、中國電視金鷹獎、中國電視文藝“星光獎”等多個國家級獎項

的評委。曾赴美國、俄羅斯、法國、芬蘭、英國、澳大利亞及中國臺灣、香港等

國家和地區講學和學術交流。  

    胡智鋒教授長期致力於傳媒、藝術、文化研究，特別是影視藝術和傳媒文化

等領域的創作、生產、傳播研究，以及公共文化服務、傳媒與藝術教育、美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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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政策、理念、方法研究。秉持“服務國家戰略，將全球視野與中國立場緊

密結合，秉持本土化理念，為打造中國特色的傳媒、藝術與文化的戰略體系，提

供觀念支撐。服務行業發展，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秉持有效性理念，為打造

中國特色的傳媒、藝術與文化的運營體系，提供學理支撐。服務學術和學科建設，

將學術與教育緊密結合，秉持建構性理念，為打造中國特色的傳媒、藝術與文化

的教育（學術與學科）體系，提供思想支撐”的研究理念。 

主要著作 

1. 《網路視頻節目策劃》（第一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4 

2. 《電視節目策劃學（第三版）》（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8 

3. 《傳媒藝術導論》（專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9 

4. 《傳媒藝術經典導讀》（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9 

5. 《本土化：中國影視的文化自覺》（專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12 

6. 《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8）（2019）（主編之一），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

2018-4-1、2019-4-1 

7. 《全球化與後全球化——中國影視的進程與前景》（主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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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9. 《立論中國影視——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作品文庫》（專著），中華書局，

2017-12-1 

10. 《圖景與前景——“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影視》（第二主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17-11-1 

11. 《中國電視健康傳播報告 2016》（第一主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7-2-1 

12. 《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理念與路徑》（第一主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12-

1 

13. 《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創新與融合》（第一主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6-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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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視發展新論》（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7-1 

15. 《電視藝術新論》（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3-1 

16. 《電視文化新論》（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0-1 

17. 《年度對話：中國傳媒發展的回顧與展望》（編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5-

1 

18. 《現代傳播文叢（2009-2013）》（總主編，9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5-1 

19. 《中國影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創新研究》（專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1-1 

20. 《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叢書》（總主編，12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1-1 

21. 《電視節目策劃學（第二版）》（主編國家規劃教材），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9-1 

22. 《電視美學概論（觀眾審美篇）》（專著），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3-6-1 

23. 《電視美學概論（基礎篇）》（專著），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3-6-1 

24. 《影視文化概論》（專著），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3-3-1 

25. 《影視藝術導論》(國家規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1 

26. 《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1）（2012）（2013）（2014）（主編之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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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中國電視民生新聞發展報告》（第一主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1-12-1 

28. 《創意與責任：中國電視的本土化生存》（專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4-1 

29. 《電視受眾審美研究》(專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0-3-1 

30. 《現代傳播文叢（1998-2008）》（總主編，9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2-1 

31. 《求異與趨同：中國影視文化主體性追求與現代性建構》（第一主編），西南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8-11-1 

32. 《電視節目策劃學（第一版）》（主編教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7-1 

33. 《內容為王——中國電視類型節目解讀》（專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6-6-1 

34. 《“真相”與“造像”——電視真實再現探密》（專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06-1-1 

35. 《中國名牌電視欄目解析》（第一主編），學苑出版社，2006-1-1 

36. 《會診中國電視》（專著），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2-1 

37. 《電視的觀念——胡智鋒自選集》（專著），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8-1 

38. 《電視傳播藝術學》（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7-1 

39. 《世界遺產與我們》（編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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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電視審美文化論》（專著），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1-1 

41. 《電視實務叢書》（主編之一），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1-1 

42. 《影視文化前沿（上）（下）》（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1-1 

43. 《文藝學與美學前沿（第三輯）》（主編之一），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1-1 

44. 《中國電視策劃與設計》（專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1-1 

45. 《電視法制節目：特質、創作與開發》（專著），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03-10-1 

46. 《電視美學大綱》（專著），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1-1 

47. 《全球化與中國影視的命運》（主編之一），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3-1 

48. 《影視文化論稿》（專著），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9-1 

49. 《當代電影理論文選》（主編之一），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10-1 

50. 《中國電視觀念論》（專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6-1 

51. 《電視美的探尋》（專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1-1 

 

論文 

1.《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1. 胡智鋒,陳寅. 傳媒藝術生態格局：新背景、新態勢、新認識[J]. 新華文摘,2021,14. 

2. 胡智鋒,陳寅. 中國主流媒體面臨的新環境、新形勢、新任務[J]. 新華文摘,2020，

16. 

3. 中國電視類型節目的新探索——以《朗讀者》為例[J].新華文摘.2018,01. 

4. 中國影視行業如何形成世界級競爭力[J]. 新華文摘.2016,04. 

5. 中國廣播影視產業：現狀與發展[J]. 新華文摘.2014,17. 

6. 免費開放：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與創新[J]. 新華文摘.2013,07. 

7. 中國電視節目創新問題研究[J]. 新華文摘.2011,19.   

8. 中國影視文化創意產業的三大問題[J]. 新華文摘.2010,21.   

9. 中國電視 50年節目創新的三個發展階段[J]. 新華文摘.2008,22. 

10. 中國電視內容生產的潮流與趨勢[J]. 新華文摘.2006,10.   

11. “轉型期”中國影視文化建設的四個浪潮[J]. 新華文摘.2000,02.    

12. 論電視紀錄美學[J]. 新華文摘.19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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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華文摘》觀點摘編 

13. 胡智鋒,陳寅. 新中國電影發展的歷史回眸與前瞻思考[J]. 新華文摘,2020,8. 

14. 媒介融合時代傳統電視媒體如何保持活力[J]. 新華文摘.2015,12. 

15. 何謂傳媒藝術[J]. 新華文摘.2014,11.   

16. 當前中國電視節目創新發展的三種動向[J]. 新華文摘.2011,23.  

17. 主持人的角色與責任[J]. 新華文摘.2009,22.   

18. 中國廣播電視學科體系建設必須處理的三個關係[J]. 新華文摘.2007,24. 

 

3.《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 

1. 新環境下中國電視的發展與創新空間[J].新聞與傳播.2018,06. 

2. 中國電視劇的話題性研究[J].影視藝術.2017,07. 

3. 原創力：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戰略起點[J]. 影視藝術.2016,03. 

4. 融合·轉型·重構：局變中的視聽傳媒業[J]. 文化創意產業.2016,03. 

5. 內容、機構、人才與收益：論當前媒介融合時代的電視活力[J]. 新聞與傳播. 2015,06. 

6. 聚焦微時代的精神狀況[J]. 文化研究.2014,10. 

7. 免費開放：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與創新[J]. 文化研究.2013,05. 

8. 道與法：中國傳媒國際傳播力提升的理念與路徑[J]. 新聞與傳播.2013,05. 

9. 2012年中國電視研究著作述評[J]. 影視藝術.2013,05. 

10. 中國電影國際傳播問題三思[J]. 影視藝術.2012,09. 

11. 2010年世界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J]. 影視藝術.2012,01. 

12. 2008年電視熱點問題研究之分析[J]. 影視藝術.2009,07. 

13. 從“宣傳品”、“作品”到“產品”[J]. 新聞與傳播.2009,03. 

14. 2007年中國電視研究新著述評[J]. 影視藝術.2008,07. 

15. 重塑中國電視的尊嚴[J]. 新聞與傳播.2008,06. 

16. 2006年中國電視熱點研究分析[J]. 影視藝術.2007,06. 

17. 電視選秀的第三條道路[J]. 新聞與傳播.2007,05. 

18. 2004年中國電視藝術研究新著綜論[J]. 影視藝術.2005,06. 

19. 2002—2003年中國大陸電視藝術研究新著綜論[J]. 影視藝術.2004,05. 

20. 傳媒研究如何面對傳媒實踐[J]. 新聞與傳播.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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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影視文化三論（上）[J]. 影視藝術.2001,02. 

22. 影視文化三論（下）[J]. 影視藝術.2001,02. 

23. 當前三種電視現象之評析[J]. 新聞與傳播.2000,03. 

24. “轉型期”中國影視文化建設的四個浪潮[J]. 電影、電視藝術研究.2000,01. 

25. 十年來中國電視發展歷程的一種描述[J]. 新聞學.1999,02. 

 

4.期刊論文發表情況 

1. 胡智鋒,胡雨晨. 五年來中國電視文藝發展述評[J].當代電視. 2022(02):13-19 

2. 胡智鋒. 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的使命與修養[J].中國文藝評論. 2022(01):49-51 

3. 胡智鋒,王廷軒.中國電影金雞獎、大眾電影百花獎的價值與功能[J].北京電影學院學

報. 2022(01):4-12 

4. 孫榕,胡智鋒. 5G/F5G 技術對於中國電影影響的分析[J].現代電影技術. 2022(01):5-

9 

5. 胡智鋒,徐梁. 中國電影金雞獎、大眾電影百花獎研究：特徵、歷程與價值[J].電影藝

術. 2022(01):50-57 

6. 胡智鋒,胡雨晨. 2021 國慶檔電影的“新”收穫[J].視聽理論與實踐. 2021(04)：8-

10 

7. 胡智鋒,徐梁. 彰顯紀錄片的精神偉力與藝術張力——文獻專題片《敢教日月換新天》

的撼人力量[J].新聞戰線. 2021(16)：21-23 

8. 胡智鋒,王昕. 《中國醫生》：再現與“新冠”短兵相接的時刻[J].當代電影. 

2021(08)：15-18+182 

9. 胡智鋒,徐梁. 明鏡·播種·築梯：慶祝建黨百年電視主題節目創作觀察[J].當代電視. 

2021(07)：22-24 

10. 胡智鋒,王昕. 中國特色電影市場歷史經驗的回望與前瞻[J].中國電影市場. 

2021(07)：4-6 

11. 胡智鋒. “新時代中國電影學派”的歷史邏輯、現實依據與未來理念[J].北京電影學

院學報. 2021(06)：4-8 

12. 胡智鋒,劉俊.新文科建設背景下傳媒藝術學建構的意義與價值[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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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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