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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 
文学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应试者充分了解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文学类（汉语言文学）

专业科目的测查范围、内容和要求，制定本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主要测查应试者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水平，以及语言的运用能力、文学创作

能力和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与分析能力。 

二、测查范围 

汉语言文学专业科目考试为应聘院校、创作室和文工团等单位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文

学创作以及相关管理工作的文职人员岗位者设置，主要测查应聘人员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

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 

测查范围主要包括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创作论、经典作品赏析。 

三、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四、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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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语言学概论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语言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语言学理论

分析、阐释汉语诸要素的结构特点及发展演变规律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掌握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内容，重点掌握语言符号的性质与特点、音位的组合

与聚合、语义的组合与聚合、语法的组合与聚合、语言的分化与接触等知识。 

本篇内容包括语言的本质、语音、词义、语法、文字、语言的发展演变等。 

 

第一章  语言的本质 

一、语言的社会功能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二、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符号；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语言符号的系统性；组合关系和聚合关

系。 

 

第二章  语音 

一、语音四要素 

音高；音长；音强；音质。 

二、音素的发音特征 

元音及其发音特征；辅音及其发音特征。 

三、音位的组合与聚合 

音位的对立和互补；音位变体；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区别特征和音位的聚合；音节。 

 

第三章  词义 

一、词汇与词义 

基本词汇及其特点；一般词汇；词的词汇意义；词义的概括性。 

二、词义的聚合 

多义词；词义派生的条件；隐喻和转喻；同义词；反义词。 

三、词义的组合 

词语搭配的条件；词义和语境。 

 

第四章  语法 

一、语法和语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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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词与语素、短语的区别。 

二、组合规则 

语素组合成词的规则；短语的五种基本结构类型；语法结构的意义和形式；句法组合的

层次性、递归性。 

三、聚合规则 

词类的划分；形态变化的主要形式；语法范畴。 

四、语言的结构类型与普遍特征 

语言的结构类型；语言的普遍特征。 

 

第五章  文字 

一、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文字及其作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二、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文字的起源；文字的发展。 

 

第六章  语言的发展演变 

一、语言分化 

语言演变的特点；社会方言；地域方言；亲属语言和语言的谱系分类。 

二、语言统一 

语言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共同语。 

三、语言接触 

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语言的融合；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第二篇  古代汉语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古代汉语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在系统掌握古代汉语文字、词汇、

语法等知识的基础上阅读和理解古代典籍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熟悉古代汉语的基本内容，重点掌握古书中的用字、古今词义的发展变化、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特殊句式以及词类活用等知识。 

本篇内容包括文字、词汇、语法等。 

 

第一章  文字 

一、汉字的结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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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形体构造；汉字的形体演变。 

二、古书中的用字 

假借字；古今字；异体字。 

 

第二章  词汇 

一、常用虚词 

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也；以；因；于；与；则；者；之。 

二、古今词义的异同 

古今词义基本未变；古今词义完全不同；古今词义同中有异。 

三、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词义引申的途径。 

 

第三章  语法 

一、词类活用 

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用如动词；名词用作状语。 

二、判断句 

判断句的特点；判断句的常见形式。 

三、否定句 

否定句的特点；否定句的常见形式。 

四、疑问句 

疑问句的特点；疑问句的常见形式。 

五、宾语前置句 

宾语前置句的特点；宾语前置句的常见形式。 

 

第三篇  现代汉语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现代汉语的掌握程度以及在系统掌握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知

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能掌握现代汉语的基本内容，重点掌握现代汉语的性质与地位、声母与韵母、

构词与词义、层次分析法、特殊句式、常用辞格等知识。 

本篇内容包括现代汉语概况、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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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汉语概况 

现代汉语的定义、性质、特点和地位；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规范化。 

 

第二章  语音 

一、声母与韵母 

声母的发音与辨正；韵母的发音与辨正；押韵与韵辙。 

二、声调与音节 

调值与调类；普通话的声调；声调辨正；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三、音变与节律 

普通话常见的音变现象；普通话节律的表现形式。 

 

第三章  词汇 

一、构词法 

语素与词；现代汉语词语构造的基本类型；词与短语的关系。 

二、词义系统 

词义的性质与发展；概念义与色彩义。 

 

第四章  语法 

一、汉语语法特点 

语法的基本特征；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 

二、词类 

词类划分的标准；实词；实词的运用；虚词；虚词的运用。 

三、短语的类型 

主谓短语；偏正短语；动宾短语；动补短语；并列短语；同位短语；连谓短语；兼语短

语。 

四、层次分析法 

句法结构的基本概念；层次分析法的三个原则；层次分析法的运用。 

五、特殊句式 

主谓谓语句；双宾语句；存现句；把字句；被字句。 

六、复句 

复句的类型；多重复句的层次划分；紧缩复句。 

 



 

— 6 — 

第五章  修辞 

一、修辞概说 

修辞；修辞和语境；修辞与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 

二、词语的锤炼 

意义的锤炼；声音的锤炼。 

三、句式的选择 

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主动句和被动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口语句式和书面语句式。 

四、常用辞格 

比喻；借代；比拟；夸张；对偶；排比；其他常用辞格。 

五、辞格的综合运用 

辞格的连用；辞格的兼用；辞格的套用。 

 

第四篇  文学概论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文学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文学理论分析文学现

象、品评文学作品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发生原理与发展规律、文学作品的构成及分

类、文学风格流派和鉴赏批评等内容。 

本篇内容包括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消费与接受等。 

 

第一章  文学活动 

一、文学作为活动 

活动与文学活动；文学活动的构成；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二、文学活动的属性 

文学的含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基本属性；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 

 

第二章  文学创造 

一、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生产；文学创造的客体与主体；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 

二、文学创造过程 

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文学创造的构思阶段；文学创造的物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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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 

文学的真实；文学的伦理与情感；美的创造。 

 

第三章  文学作品 

一、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 

文学作品的类型；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 

二、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文学典型；意境；文学意象。 

三、叙事性作品 

叙事；叙述内容；叙述话语；叙述动作。 

四、抒情性作品 

抒情；抒情性作品的构成；抒情方式。 

五、文学风格 

风格的诸种观念和思路；风格的定义及其内涵；文学风格的类型与价值；文学风格与文

化。 

 

第四章  文学消费与接受 

一、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 

文学消费与一般消费；文学接受的文化属性。 

二、文学接受过程 

文学接受的发生；文学接受的发展；文学接受的高潮。 

三、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模式；文学批评的实践。 

 

第五篇  中国古代文学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掌握程度。在系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础上，应

试者应具备一定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史意识，能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作

品进行合理解读。 

要求应试者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各种文学现象的兴衰变异、联系交融，

掌握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风格流派、经典作品、文学思潮等知识，准确把握

经典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本篇内容包括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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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清代文学等。 

 

第一章  先秦文学 

一、《诗经》 

《诗经》的成书、体制、内容、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二、历史散文 

《左传》的叙事特点；《国语》的文学成就；《战国策》的语言艺术；先秦历史散文对后

世文学的影响。 

三、诸子散文 

《论语》的语录体特点；《孟子》的论辩技巧和文风；《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 

四、楚辞 

楚辞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楚辞的编纂；屈原的生平和思想；《离骚》的思想内容和艺术

特色。 

 

第二章  秦汉文学 

一、秦及西汉散文 

《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贾谊的政论文。 

二、西汉辞赋 

枚乘《七发》的继承与创新；司马相如大赋的特征。 

三、《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史记》的体例、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史记》的地位和影

响。 

四、两汉乐府诗 

乐府诗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乐府诗的叙事技巧。 

五、《汉书》 

班固及《汉书》的成书；《汉书》与《史记》在体制、风格上的异同。 

六、东汉文人诗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一、建安诗歌 

曹操的诗风；曹丕与七言诗；曹植的诗歌成就；建安七子；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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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陶渊明 

陶诗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渊源；《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三、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民歌的代表作；南北朝民歌不同风格的成因。 

四、谢灵运 

山水诗兴盛的原因；谢灵运山水诗特色。 

五、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的起源；志怪与志人小说兴盛的背景；《世说新语》的编撰和文学成就。 

 

第四章  唐代文学 

一、初唐诗歌 

初唐四杰；陈子昂的诗歌主张与唐诗风骨；张若虚与《春江花月夜》。 

二、盛唐诗歌 

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诗；王昌龄、高适、岑参的边塞诗。 

三、李白 

李白古题乐府和绝句的特色；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四、杜甫 

杜甫对律诗的开拓；杜诗的艺术风格；杜诗的地位与影响。 

五、白居易及中唐诗歌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长恨歌》《琵琶行》的艺术成就；中唐其他诗人及其作品。 

六、晚唐诗歌 

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李商隐《无题》诗的艺术特征。 

七、唐代散文 

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八、唐传奇 

唐传奇的叙事特征及艺术成就。 

九、晚唐五代词 

词的起源；温庭筠及其《花间集》；李煜及其代表作。 

 

第五章  宋代文学 

一、北宋诗文 

欧阳修的文学革新主张；欧阳修诗歌的风格；王安石散文的风格；王安石诗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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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前期词 

晏殊、欧阳修对五代词风的因革；范仲淹、张先等人对词境的开拓；柳永词的新变。 

三、苏轼 

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苏轼散文的艺术成就；苏轼诗歌的思想内容；苏轼词的艺术

成就。 

四、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的人文意象；江西诗派的形成与演变。 

五、北宋中后期词 

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及其代表作。 

六、李清照 

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论与女性情怀的展示。 

七、南宋诗 

陆游诗歌的特点；杨万里的“诚斋体”。 

八、辛弃疾 

辛弃疾的创作道路；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辛词的艺术成就。 

 

第六章  元代文学 

一、关汉卿 

关汉卿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旨趣；《单刀会》的艺术结构；《窦娥冤》中窦娥的性格悲剧。 

二、王实甫 

《西厢记》对莺莺故事的创新；《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人物塑造、语言艺术。 

三、白朴和马致远 

《梧桐雨》的意蕴；《墙头马上》的人物形象；《汉宫秋》的主题。 

四、南戏的兴起与《琵琶记》 

南戏的形成与发展；《琵琶记》的悲剧意蕴与艺术成就；四大南戏。 

五、元代散曲 

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风格；元前期散曲创作；元后期散曲创作。 

 

第七章  明代文学 

一、《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影响；历史演义。 

二、《水浒传》与英雄传奇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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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成书、作者、主题思想、传奇英雄群像；英雄传奇。 

三、汤显祖 

汤显祖的生平与思想；《牡丹亭》的浪漫主义风格；“临川四梦”；汤显祖的影响。 

四、《西游记》与其他神魔小说 

《西游记》的题材演化及其作者；《西游记》中的哲理意蕴；《西游记》的奇幻美与诙谐

性；神魔小说。 

五、《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勃兴 

《金瓶梅》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金瓶梅》对封建末世世俗人情的写照；世情小说。 

六、“三言”“二拍” 

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第八章  清代文学 

一、《长生殿》与《桃花扇》 

《长生殿》的意蕴；《桃花扇》的历史反思与征实精神。 

二、《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狐鬼世界的建构及其内涵；《聊斋志异》对文言短篇的艺术创新；《聊斋

志异》对后世的影响。 

三、《儒林外史》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儒林外史》对

理想文士的探求；《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四、《红楼梦》 

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红楼梦》的悲剧世界；《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叙事艺术

及影响。 

五、黄遵宪、梁启超与清末文学改良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梁启超与新文体。 

六、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对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官场解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社会诸相的

写真；《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孽海花》的三重意蕴。 

 

第六篇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掌握程度。在系统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基础上，

应试者应能充分领悟作家作品的精神品格和艺术魅力，并结合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趋向、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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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用当代审美眼光评析作家作品。 

要求应试者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掌握各时期

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正确把握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同时认识其在中国现当代

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 

本篇内容包括“五四”及 20 年代文学、30 年代文学、40 年代文学、50～60 年代文学、

80～90 年代文学、港台文学、军事文学等。 

 

第一章  “五四”及 20 年代文学 

一、五四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新文学社团与流派；20 年代文学论争。 

二、20 年代小说 

鲁迅的创作道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思想内容与写作特色；郁达夫的小说。 

三、20 年代新诗 

郭沫若的创作道路；《女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 

四、20 年代戏剧和散文 

20 年代戏剧创作；田汉的创作及其在现代戏剧史上的贡献；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野

草》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第二章  30 年代文学 

一、30 年代文学思潮 

革命文学运动与思潮；人文主义文学思潮；30 年代文学论争。 

二、30 年代小说 

茅盾的创作道路；《子夜》的主题、人物和结构艺术；老舍的创作道路；《骆驼祥子》的

艺术成就；巴金的创作道路；《激流三部曲》深刻的反封建意义；沈从文的创作道路；《边城》

的人性美、人情美；丁玲、张天翼的小说；新感觉派小说。 

三、30 年代诗歌、戏剧和散文 

戴望舒、卞之琳与现代派诗；《雷雨》《日出》；曹禺的戏剧艺术成就；鲁迅和 30 年代杂

文；30 年代小品散文。 

 

第三章  40 年代文学 

一、40 年代文学思潮 

40 年代文学论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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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0 年代小说、诗歌和戏剧 

钱钟书与《围城》；现代通俗小说与张恨水；艾青诗歌的艺术成就；九叶诗派；郭沫若的

历史剧；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东北作家群。 

三、解放区文学创作 

解放区文学创作概况；赵树理、孙犁等的小说；歌剧《白毛女》；长篇叙事诗的成就。 

 

第四章  50～60 年代文学 

一、50～60 年代文学思潮 

50～60 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二、50～60 年代小说 

柳青、梁斌、杨沫等的长篇小说；李准、茹志鹃等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等“百花文学”。 

三、50～60 年代诗歌、戏剧和散文 

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茶馆》的思想艺术成就；《关汉卿》的两重主题及艺术

构思；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 

 

第五章  80～90 年代文学 

一、80 年代文学思潮 

新时期文学的文艺复苏；80 年代前期的文学思潮；80 年代后期的文学思潮。 

二、80 年代小说 

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茹志鹃、宗璞、莫言等对西方现代小说形式的借鉴；

韩少功、阿城等的寻根小说；刘索拉等的现代派小说；马原、余华等的先锋小说；池莉、方

方、刘震云等的新写实小说；王朔的小说。 

三、80 年代诗歌和戏剧 

80 年代新诗概况；朦胧诗；沙叶新的戏剧；巴金的《随想录》。 

四、90 年代文学思潮 

90 年代文学转型；后现代主义与探索中的新思潮；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五、90 年代小说 

陈忠实等的新历史小说；王安忆等的女性小说；张承志等的文化道德小说。 

六、90 年代诗歌和散文 

90 年代诗歌；90 年代散文。 

第六章  港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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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概况；金庸的武侠小说；刘以鬯的《酒徒》；董桥的散文。 

二、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概况；日据时期的乡土小说；白先勇的小说；陈映真的小说；余光中的诗歌。 

 

第七章  军事文学 

一、建国后十七年的军事文学 

“十七年”军事文学概况；《保卫延安》等军事小说；李瑛、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军

事诗歌；《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军事非虚构创作；《万水千山》等军事戏剧。 

二、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新时期军事文学概况；李存葆、莫言、阎连科等的军事小说；钱刚、刘亚洲等的军事非

虚构创作。 

三、新世纪以来的军事文学 

新世纪以来军事文学概况；朱秀海、徐贵祥、裘山山、兰晓龙、石钟山等的军事小说；

李亚、王凯、裴指海、曾剑等“新生代”军旅小说；王久辛、辛茹、马萧萧等的军事诗歌；

王树增、余戈等的军事非虚构创作；《马蹄声碎》《我在天堂等你》等军事戏剧。 

 

第七篇  外国文学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外国文学的掌握程度。在系统掌握外国文学史的基础上，应试者应能

独立分析和品评各类外国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主要流派代表作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

术性。 

要求应试者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熟悉作家的创作及艺术成就，掌握各国﹑各时期、

各流派代表作家的作品，做到审美鉴赏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全面系统地认识外国文学历史全

貌。 

本篇内容包括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 世纪古典主义文学、18 世

纪启蒙文学、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20 世纪文学等。 

 

第一章  古代文学 

一、古希腊罗马文学 

古希腊神话的特点；荷马史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古希腊悲剧的特点；古罗马文学发展

的三个阶段及代表作家。 

二、古代亚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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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学的特征；印度两大史诗的特点。 

 

第二章  中世纪文学 

一、中古亚非文学 

中古亚非文学的特点。 

二、欧洲中世纪文学 

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基本特点与类型；但丁的《神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一、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文学及其特征。 

二、欧洲各国人文主义文学 

各国代表作家及其创作特点；莎士比亚的创作成就；塞万提斯的创作成就。 

 

第四章  17 世纪古典主义文学 

一、概况 

古典主义文学的理论主张；古典主义戏剧的基本特征。 

二、代表作家 

高乃依的创作成就；莫里哀的创作成就。 

 

第五章  18 世纪启蒙文学 

一、概况 

启蒙文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二、代表作家 

卢梭的创作成就；歌德的创作成就。 

 

第六章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一、概况 

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概况。 

二、代表作家 

拜伦的创作成就；雨果创作中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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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一、概况 

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概况。 

二、代表作家 

司汤达的创作成就；巴尔扎克的创作成就；福楼拜的创作成就；狄更斯的创作成就；普

希金的创作成就；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成就；易卜生的创作

成就。 

 

第八章  20 世纪文学 

一、欧美现实主义文学 

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特点；各国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 

二、俄苏文学 

俄苏文学发展概况；高尔基的创作成就。 

三、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的特点和主张；各国代表作家的创作成

就。 

四、亚非文学 

现代亚非文学的发展；川端康成、泰戈尔的创作成就。 

五、后现代主义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的特点和主张；各国代表作家的创

作成就。 

 

第八篇  文学创作论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文学创作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要文学体裁的创作能力。 

要求应试者掌握诗歌、散文、小说、影视戏剧等常见文学体裁的基本特点，掌握其写作

要点，能够运用创作基本原理进行文学创作。 

本篇内容包括文学创作总论、诗歌创作、散文创作、小说创作、戏剧创作、影视文学创

作等。 

 

第一章  文学创作总论 

一、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 

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生活是作家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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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 

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力：观察力、审美力、想象力、表现力。 

三、文学创作的提炼与加工 

文学的典型性；典型人物的创造；典型形态的历史演变。 

四、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活动 

形象思维；创作灵感。 

 

第二章  诗歌创作 

一、诗歌的含义、特点 

诗歌的含义；诗歌的特点；诗歌的分类。 

二、诗歌的创作要点 

激情、灵感与审美感受；意象组合；意境创造；诗歌语言的锤炼；诗性思维特点。 

 

第三章  散文创作 

一、散文的含义、特点 

散文的含义；散文的特点；散文的分类。 

二、散文的创作要点 

散文的立意、构思；散文的笔调；散文的语言。 

 

第四章  小说创作 

一、小说的含义、特点 

小说的含义；小说的特点；小说的分类。 

二、微型小说的创作要点 

善于捕捉构思上的聚焦点；善于提炼、表现聚焦点；微型小说语言的基本要求。 

 

第五章  戏剧创作 

一、戏剧文学的含义、特点 

戏剧文学的含义；戏剧文学的特点；戏剧文学的分类。 

二、话剧剧本的创作要点 

话剧的情节与冲突；话剧的人物塑造；话剧的结构设计；话剧的对话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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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影视文学创作 

一、影视文学的含义、特点 

影视文学的含义；影视文学的特点；影视文学的分类。 

二、影视文学的创作要点 

准确塑造银幕（屏）人物；恰当设计情节，安排场面；熟悉影视语汇。 

 

第九篇  经典作品赏析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以及中外影视经典作品的

掌握程度。应试者应能在熟悉各类经典篇目的基础上，分析和鉴赏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

色。 

要求应试者了解中外文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脉络，并能对不同历史时期经典作品的思想、

艺术价值作出准确分析和评价。 

本篇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外影视等经典作品赏析。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 

一、先秦经典作品 

《诗经》；《左传》；《战国策》；《国语》；《论语》；《孟子》；《庄子》；《离骚》。 

二、秦汉经典作品 

《谏逐客书》；《过秦论》；《长门赋》；《子虚赋》；《上林赋》；《史记》；《孔雀东南飞》；《汉

书》；《古诗十九首》。 

三、魏晋南北朝经典作品 

《短歌行》；《燕歌行二首》；《赠白马王彪》；《咏史》；《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西

洲曲》；《木兰诗》；《登池上楼》；《搜神记》；《世说新语》。 

四、唐代经典作品 

《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终南山》；《与诸子登岘山》；《从军行七首》；《燕歌行》；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蜀道难》；《将进酒》；《长干行》；“三吏”；“三别”；《兵车行》；《秋

兴八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秋词》；《长恨歌》；《琵琶行》；《李娃传》；《赤壁》；

《无题》系列诗；《花间集》；《虞美人·春花秋月》。 

五、宋代经典作品 

《渔家傲·塞下秋来》；《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望海潮·东南形胜》；《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临江仙·梦后楼台》；《满庭芳·山

抹微云》；《鹧鸪天·重过阊门》；《兰陵王·柳》；《声声慢·寻寻觅觅》；《水龙吟·登建康赏



 

— 19 — 

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六、元代经典作品 

《单刀会》；《救风尘》；《窦娥冤》；《西厢记》；《琵琶记》；《天净沙·秋思》；《山坡羊·潼

关怀古》。 

七、明代经典作品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牡丹亭》。 

八、清代经典作品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长生殿》；《桃花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

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 

一、现代经典作品 

《呐喊》；《彷徨》；《野草》；《女神》；《沉沦》；《死水》；《子夜》；《骆驼祥子》；《家》；《边

城》；《死水微澜》；《望舒草》；《湘行散记》；《雷雨》；《日出》；《大堰河》；《果园城记》；《小

二黑结婚》；《围城》；《传奇》；《呼兰河传》；《财主底儿女们》；《九叶集》；《白毛女》。 

二、当代经典作品 

《创业史》；《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百合花》；《茶馆》；《关汉卿》；《李自成

（第一卷）》；《郭小川诗选》；《舒婷的诗》；《干校六记》；《芙蓉镇》；《棋王》；《北方的河》；《活

动变人形》；《平凡的世界》；《红高粱家族》；《古船》；《余光中诗选》；《白鹿原》；《尘埃落定》；

《长恨歌》；《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历史的天空》。 

 

第三章  外国文学经典作品 

一、古代经典作品 

《俄狄浦斯王》；《圣经·旧约》；《摩诃婆罗多》。 

二、中世纪经典作品 

《沙恭达罗》；《源氏物语》；《一千零一夜》；《神曲》。 

三、文艺复兴时期经典作品 

《十日谈》；《堂吉诃德》；《哈姆雷特》。 

四、17～18 世纪经典作品 

《伪君子》；《浮士德》。 

五、19 世纪经典作品 

《抒情歌谣集》；《唐璜》；《白鲸》；《巴黎圣母院》；《红与黑》；《人间喜剧》；《包法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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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苔丝》；《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叶甫盖尼·奥涅金》；《罪与罚》；《战争与和平》；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玩偶之家》。 

六、20 世纪经典作品 

《虹》；《约翰·克里斯朵夫》；《老人与海》；《布登勃洛克一家》；《母亲》；《荒原》；《变

形记》；《追忆似水年华》；《毛猿》；《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禁闭》；《等待戈多》；《第

二十二条军规》；《百年孤独》；《雪国》；《吉檀迦利》。 

 

第四章  中外影视经典作品 

一、中国电影经典作品 
《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林家铺子》；《天云山传奇》；《少林寺》；《城南旧事》；

《黄土地》；《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芙蓉镇》；《老井》；

《大腕》；《小武》；《十七岁的单车》；《苏州河》；《英雄》；《喜宴》；《卧虎藏龙》；《悲情城市》；

《精武门》；《胭脂扣》；《纵横四海》；《花样年华》；《战狼》；《红海行动》。 

二、外国电影经典作品 
《党同伐异》（美国）；《战舰波将金号》（苏联）；《淘金记》（美国）；《教父》（美国）；《克

莱默夫妇》（美国）；《现代启示录》（美国）；《公民凯恩》（美国）；《罗马十一时》（意大利）；

《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铁皮鼓》（联邦德国、法国）；《精疲力尽》（法国）；《罗生门》

（日本）；《广岛之恋》（法国、日本）；《阿甘正传》（美国）；《勇敢的心》（美国）；《辛德勒的

名单》（美国）；《肖申克的救赎》（美国）；《太极旗飘扬》（韩国）；《钢琴课》（澳大利亚）；《泰

坦尼克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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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 
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应试者充分了解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文学类（新闻传播学）

专业科目的测查范围、内容和要求，制定本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主要测查应试者应聘新闻、出版文职人员岗位相关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对新闻传播学、

出版学和新闻出版工作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方法分析、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二、专业设置和测查范围 

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科目为应聘军队新闻舆论工作主管部门、部队机关、军队报

社、杂志社、出版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记者站、媒体中心、文化工作和网络宣

传教育中心及军事院校相应教研室等文职人员岗位者设置。设置新闻、出版 2 个专业。测查

范围包括文学类（新闻传播学）基础综合和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两部分。 

文学类（新闻传播学）基础综合部分：为应聘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技术岗位文职

人员考试的公共内容。主要包括传播学原理、数字出版、编辑出版学、公共关系学的基本知

识等。 

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部分：为应聘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技术岗位文职

人员考试的专业内容统称。各专业分别为：①新闻专业，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的基本知

识等；②出版专业，包括出版业及出版行政管理、中国编辑出版史、著作权常识、知识产权

法、出版专业实务的基本知识等。 

三、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四、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新闻专业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出版专业试题类型

为客观性试题。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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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文学类（新闻传播学）基础综合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新闻、出版专业相关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掌握传播学原理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理论；了解数字出版的概念与数字出版的

类型；了解编辑出版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基本常识；掌握公共关系学基本理论，了解公共关

系传播的内涵。 

本部分内容包括传播学原理、数字出版、编辑出版学、公共关系学等。 

 

第一篇  传播学原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传播学原理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基本知识；掌握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问题；熟悉

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并理解其内涵。 

本篇内容包括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大众传播的主要理论。 

 

第一章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一、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动物社会传递信息的常见信号；人类语言的特性。 

二、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口语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 

三、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传播媒介的分类：示现、再现、机器媒介系统。 

 

第二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一、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的定义；人内传播的三种理论。 

二、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的定义；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三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一、群体传播 

群体的概念和本质特征；群体对个体成员的意义；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 

二、组织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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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概念和结构特点；组织传播的功能；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第四章  大众传播 

一、大众传播的概念和特点 

大众传播的定义；大众传播的特点。 

二、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大众传播的主要社会功能及其主要的理论主张。 

三、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大众传播的产生过程；大众传播依照媒介变革的发展阶段。 

四、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大众传播的正面影响；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 

 

第五章 受众 

一、受众的内涵 

受众的概念；受众的权利；受众的主要特点。 

二、受众研究的经典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内涵；“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第六章  传播效果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 

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传播效果的类型。 

二、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子弹论”的基本理论内涵及其产生与发展的简要过程；“传播流”研究的基本结论；“有

限效果论”的基本理论内涵。 

三、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第七章  大众传播的主要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基本内涵；“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主要意义；“议程设置功能”

理论存在的问题。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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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基本内涵；“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设和关键概念；“沉默的螺旋”

理论的缺陷。 

三、“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的基本观点；“培养”理论的现实意义。 

四、“知沟”理论 

“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知沟”理论的意义。 

 

第二篇  数字出版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数字出版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熟悉数字出版的概念及相关概念；了解数字出版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掌握

数字出版的特点；了解数字出版技术；掌握数字出版产品的特点和种类。 

本篇内容包括数字出版及相关概念、数字出版的发展、数字出版技术及特点、数字出版

产品。 

 

第一章  数字出版及相关概念 

一、数字出版的概念 

数字出版的定义；数字出版的界定。 

二、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概念 

电子出版；互联网出版；手机出版。 

 

第二章  数字出版的发展 

一、数字出版的兴起 

国外数字出版的发展；数字出版的现状。 

二、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情况 

我国数字出版产生发展的基本历程、基本特点、发展趋势。 

 

第三章  数字出版技术及特点 

一、数字出版技术 

信息处理技术；互联网技术。 

二、数字出版的特点 

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传播渠道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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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字出版产品 

一、数字出版产品的特点 

物理空间利用率高；复制成本低廉，有利于环保；版本更新和发行都能做到快速便捷；

方便消费者全面把握知识信息；互动性强，收集反馈信息便捷。 

二、数字出版产品种类 

数字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数据库出版物；手机书；手机报；手机刊；手机音乐；

电子书；按需印刷；动漫和网络游戏产品。 

 

第三篇  编辑出版学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出版学常识和编辑学常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熟悉出版的概念、构成要素、开展出版活动的条件、出版过程等常识；掌握

出版物的属性和种类；掌握新时代我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主要任务；熟悉编

辑和编辑工作的基本常识；了解编辑人员所需的素养和技能；熟悉编辑人员与作者、读者的

关系。 

本篇内容包括出版学常识和编辑学常识。 

 

第一章  出版学常识 

一、出版 

（一）出版的概念 

出版的定义。 

（二）出版的构成要素 

编辑；复制；发行。 

（三）开展出版活动的条件 

精神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流通传播资源；市场资源。 

（四）出版的一般过程 

精神产品生成阶段；物质产品生成阶段；产品流通阶段。 

二、出版物 

（一）出版物的属性 

出版物的精神产品属性；出版物的物质产品属性；出版物精神产品属性与物质产品属性

的关系。 

（二）出版物的种类 

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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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出版工作 

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主要任务。 

 

第二章  编辑学常识 

一、编辑与编辑工作 

（一）编辑的概念 

编辑的概念。 

（二）编辑工作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 

编辑工作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 

（三）编辑工作的专业特点 

选择性；加工性；中介性。 

（四）编辑工作的基本功能 

文化生产中的设计、组织功能；文化传播中的选择、引导功能；文化创造中的优化功能。 

二、编辑人员素养与技能 

（一）思想素养 

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职业道德；严肃的社会责任；强烈的保密意识。 

（二）业务素质 

合理的知识结构；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文字功底；较高的审美品味；较强的学习观

察能力；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准确把握前沿理论的能力；较强的选题策划能力。 

（三）编辑技能 

掌握审稿的技术规范与流程；掌握与编辑有关的国家标准规范；熟悉字体与字号；掌握

校对理论知识及技术。 

三、编辑人员与作者、读者的关系 

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编辑与读者的关系；编辑在作者与读者沟通中的作用。 

 

第四篇  公共关系学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公共关系学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公共关系活动的职责与功能、社会组织与人员、公共关系公众、公共关

系传播模式与媒介的基本知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观察分析公共关系实践中遇到的有关问

题。 

本篇内容包括公共关系活动的职责与功能、社会组织与人员、公共关系公众、公共关系

传播模式与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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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共关系基本问题 

一、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 

公共关系的含义；公共关系的要素；公共关系的特征。 

二、公共关系的职责 

公共关系的职业化和角色；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公共关系的具体职责。 

三、公共关系的功能 

组织战术上的公关功能；组织战略上的公关功能。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与从业人员 

一、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 

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及类型；公关部的作用；公共关系公司；公共关系社团。 

二、公共关系的从业人员 

公关人员的职业定义；公关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公关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与道德标准。 

 

第三章  公共关系的对象 

一、公众概述 

公众的含义；公众的特点；公众的种类。 

二、公众分析 

目标公众分析；对公众个体心理分析；影响公众行为的群体心理。 

 

第四章  主要公共关系类别 

一、企业公共关系分析 

企业公共关系的意义；企业内部公共关系；企业外部公共关系。 

二、政府公共关系分析 

政府公共关系的含义；政府有效公共关系的障碍。 

三、国际公共关系分析 

国际公共关系的概念和原则；国际公共关系的层面；国际公共关系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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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文学类（新闻传播学）专业知识 

（一）新闻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新闻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新闻实务技能的掌握情况。 

要求应试者掌握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并具备从事新闻实务的基本能力。 

测查内容主要为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一篇  新闻理论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新闻学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新闻活动的基本原理、新闻事业基本规律、新闻媒介的基本特性、新闻

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新闻舆论的基本知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观察分析新闻宣传实践中遇

到的有关问题。 

本篇内容主要包括：新闻活动；新闻与信息；新闻舆论；新闻价值；新闻受众；新闻事

业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新闻媒介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功能。 

 

第一章  新闻与新闻活动 

一、新闻的定义 

国外新闻定义；国内新闻定义；新闻的基本要素；新闻的基本特点；新闻的本源。 

二、新闻活动 

新闻活动的基本内涵；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活动；新闻活动的作用；新闻活动的渠道。 

三、新闻与信息 

信息的定义与特点；信息理念对新闻工作的影响。 

四、新闻与舆论 

舆论的定义与特点；舆论的社会功能；新闻与舆论的关系。 

 

第二章  新闻价值与新闻选择 

一、新闻价值要素 

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 

二、宣传价值要素 

典型性、普遍性、针对性、时宜性。 

三、新闻选择 

新闻选择的标准；新闻选择的程序。 

四、新闻选择过程中的常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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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选择过程中常见的错误及解决方法。 

 

第三章  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规律 

一、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发展 

周刊的产生和发展；日报的产生和发展；广播的产生和发展；电视的产生和发展；新闻

网站的产生和发展；社交媒体的产生与发展；新闻客户端的产生与发展；媒体融合的现状及

发展。 

二、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政治经济体制决定新闻体制；生产力水平决定新闻事业的发展水平；传播工具的物理性

能决定传播工具的特点；受众的多元化需要促使媒体多样化；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新闻

体裁的多样化。 

 

第四章  新闻媒介的性质与功能 

一、新闻媒介的特性、共性、个性 

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媒介的性质差异；我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 

二、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 

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新闻事业的政治性；新闻事业的商品性。 

三、新闻事业的基本功能 

新闻事业的基本功能；新闻事业对社会的主要影响。 

四、新闻媒介的正负效应 

结合实际阐述新闻媒介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影响；结合实际阐述如何避免新闻媒介对社会

产生负面影响。 

五、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 

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 

六、我国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 

我国新闻事业的基本作用；我国新闻事业的主要任务。 

 

第五章  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一、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科学内涵 

党性；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二、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组织上同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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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度一致。 

 

第六章  舆论 

一、舆论的定义 

舆论的内涵及其特点；舆论的表现形态；舆论的外部要素；舆论的内部要素。 

二、舆论的功能与作用 

舆论的功能和作用的主要内容。 

三、舆论功能的表达方式 

舆论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中的表达方式。 

四、舆论的形成与发展 

舆论产生的原因；舆论形成的机制；舆论形成的过程；舆论的存在形态；当代社会舆论

发展的总体特征。 

五、舆论引导 

舆论引导的内涵及其意义；舆论引导方式的创新。 

 

第二篇  新闻实务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新闻实务知识和能力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从实务的角度了解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广播电视新

闻和网络新闻的基础知识，具备从事各类新闻实务的基本能力。 

本篇内容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广播电视新闻、网络新闻。 

 

第一章  新闻采访 

一、新闻采访基础理论 

新闻采访的定义；新闻采访的基本任务；新闻采访作风；新闻敏感与抓问题。 

二、新闻采访的方式和程序 

新闻采访的方式；新闻采访的程序。 

三、新闻采访的信息记录与整理 

新闻采访的信息记录方式和主要范围；新闻采访的信息整理的主要方法。 

 

第二章  新闻写作 

一、新闻写作基础理论 

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军事新闻写作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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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新闻体裁的写作 

（一）消息写作 

消息的定义；消息的体裁特征；消息的分类；消息的写作要求；消息语言的运用要则；

动态消息的写作；综合消息的写作；经验消息的写作；人物消息的写作。 

（二）通讯写作 

通讯的定义；通讯体裁的特征；通讯的分类；通讯的写作要求；事件通讯的定义、特点

及写作；人物通讯的定义、特点及写作；工作通讯的定义、特点及写作；风貌通讯的定义、

特点及写作。 

（三）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的定义；新闻评论的论点；新闻评论的论据；新闻评论的论证；社论的定义及

特点；短评的定义、特点及写作；编者按的定义、分类、特点及写作。 

 

第三章  新闻编辑 

一、新闻稿件的选择和修改 

选择新闻稿件的必要性；选择新闻稿件的意义；新闻稿件的用途；选择新闻稿件的原则；

选择新闻稿件的标准；选择新闻稿件的注意事项；修改新闻稿件的意义；修改新闻稿件的主

要方法；新闻稿修改的方式、步骤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新闻标题的制作 

新闻标题的作用；新闻标题的种类和结构；新闻标题的制作原则；新闻标题的拟制思路。 

三、新闻图片的编辑 

新闻图片的概念；新闻图片在报刊上的运用方式；新闻图片的作用；报刊新闻图片编辑

流程；新闻图片说明文字的写作要求。 

四、新闻稿件的组合 

同题新闻稿件的组合手段；单篇新闻稿件相关内容的补充方式；组合新闻稿件的要求。 

五、新闻报道策划 

新闻报道策划的概念；新闻报道策划的意义；新闻报道策划的主要类型；新闻报道策划

的对象；新闻报道策划的选题来源；新闻报道策划的选题要求；拟制新闻报道策划方案。 

 

第四章  新闻摄影 

一、新闻摄影的特点和要求 

摄影的定义；摄影术的诞生过程；新闻摄影的定义；新闻摄影的特性。 

二、新闻摄影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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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采访的特点；新闻摄影采访主题的确立；新闻摄影采访拍摄的手法。 

三、新闻摄影报道 

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样式；图片新闻的定义；图片新闻说明文字写作的方法；专题摄影

报道的定义；专题摄影报道文字说明的组成。 

 

第五章  广播电视新闻 

一、广播新闻 

（一）广播媒体传播特点 

广播媒体的传播特点；广播媒体的传播功能；广播媒体的发展趋势。 

（二）广播报道策划 

广播报道策划的原则；广播报道的策划方式。 

（三）广播报道的采写与编辑 

广播采访的特点；广播采访的方式；广播稿写作要求；广播消息稿的写作要求；广播新

闻节目的类型；广播节目编排技巧。 

二、电视新闻 

（一）电视报道的特点 

电视的传播特性；电视新闻节目的报道形式。 

（二）电视报道策划 

电视报道策划的概念；电视报道策划的特点；电视报道策划的基本原则；电视报道策划

的工作流程；电视报道策划的常用方法。 

（三）电视新闻采访 

电视新闻采访的概念与内涵；电视新闻采访的基本特点与要求；电视新闻采访的主要方

法和技巧。 

（四）电视新闻编辑 

电视新闻编辑的概念与内涵；电视新闻编辑的主要依据与业务流程；电视新闻编辑的主

要技巧和方法。 

 

第六章  网络新闻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 

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网络新闻传播中受众的特点。 

二、网络新闻采访 

网络新闻采访的分类；网络新闻采访的优势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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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新闻编辑 

网络新闻的选择；网络新闻的编辑加工。 

四、网络新闻的基本样式与特点 

（一）网络新闻专题 

网络新闻专题的作用；网络新闻专题的特点；网络新闻专题的类型；网络新闻专题制作

的原则；网络新闻专题的制作步骤。 

（二）网络新闻评论 

网络新闻评论的基本形式；网络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 

（三）网络新闻与二维码技术应用 

简要阐述二维码技术与网络新闻的结合方式；阐述二维码技术对网络新闻的主要影响。 

（四）网络新闻与自媒体 

自媒体的基本概念；自媒体的分类；自媒体传播新闻的主要特点；运用自媒体传播新闻

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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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出版学基础理论及相关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出版专业实务技

能等内容的掌握情况。 

要求应试者掌握我国出版业及出版行政管理的基本概况；了解我国编辑出版史，特别是

近现代和当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概况；掌握我国著作权和著作权法的相关知识；掌握

涉及出版专业实务的基本常识，并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出版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

题；熟悉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制度及内容；掌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明了出版工作政治导

向。 

测查内容包括出版业及出版行政管理、中国编辑出版史、著作权常识、知识产权法、出

版专业实务。 

 

第一篇  出版业及出版行政管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出版业及出版行政管理基本常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新时代我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主要任务；了解我国出版

业的主要构成；了解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类别；了解出版行政管理的组织构成；掌握出

版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 

测查内容包括出版业、出版行政管理等。 

 

第一章  出版业 

一、出版业及其构成 

（一）出版业 

出版业的概念；新时代我国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主要任务。 

（二）我国出版业的构成 

出版单位；制作单位；印刷复制单位；发行单位；出版专业教育单位；出版科研单位。 

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编辑类；技术编辑类；校对类。 

 

第二章  出版行政管理 

一、出版行政管理的概念、任务和部门 

出版行政管理的概念；我国出版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各级政府出版行政管理部门。 

二、对设立出版物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 

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设立印刷单位的审批；设立复制单位的审批；设立发行单位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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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三、对出版从业人员的管理 

职业准入与岗位准入；职业资格登记；专业技术人员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四、对出版活动的管理 

业务范围与出版资格准入制度；重大选题备案；书号、刊号管理。 

五、对出版物的管理 

（一）对出版物内容的管理 

支持、鼓励出版的出版物类型；禁止出版的出版物类型。 

（二）对出版物质量的管理 

出版物质量的项目及其标准；出版物质量管理的实施。 

 

第二篇  中国编辑出版史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中国编辑出版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我国古代编辑出版活动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常识；掌握我国近现代编辑出

版事业的主要知识；熟悉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本篇内容包括我国古代编辑出版活动、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事业、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

业。 

 

第一章  我国古代编辑出版活动 

一、中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汉字的产生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二、早期文献载体 

纸发明以前的文献载体。 

三、纸的发明及其影响 

纸的发明；蔡伦造纸及其贡献；纸的推广应用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造纸术向国外的传

播。 

四、印刷术的发明、发展 

印刷术发明与发展的主要过程；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铅活字印刷技术的

发明者。 

五、古代图书的生产与流通 

（一）古代图书的生产 

古代的图书；古代的刻书业；古代刻书业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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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图书的流通 

早期书市；印刷术发明后图书的流通。 

 

第二章  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事业 

一、近代中国印刷业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应用与发展 

（一）西方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近代印刷技术传入；石印技术兴盛；铅印技术主导地位形成。 

（二）近代印刷业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中华书局印刷厂。 

二、中国近代出版印刷机构的创建 

（一）墨海书馆 

（二）地方官书局 

金陵书局；浙江官书局；北洋官书局。 

（三）洋务派创办的出版机构 

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海关总署造册所所设印刷厂；南洋公学译书院；福州船政学

堂；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局翻译馆。 

三、近现代民营出版机构 

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上海成为中国出版中心；五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

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运营模式。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现代出版机构 

上海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中央出版局；新华书店。 

五、近现代重要的报纸、期刊品种和图书种类 

（一）近现代报纸 

《中外新报》《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二）近现代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万国公报》《瀛寰琐记》《时务报》《东方

杂志》《新青年》《良友》。 

（三）近现代图书 

教科书与教育类图书；翻译图书；古籍；工具书；丛书。 

 

第三章  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一、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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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实行出版、印刷、发行专业分工；建立国营出版单位；对私营出版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二、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 

出版业体制改革概况；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图书出版单位的转企改革；公益性出版事业

单位和经营性出版企业单位。 

 

第三篇  著作权常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著作权常识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著作权与著作权法的基本概念，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依据、立法原则和

主要法律法规；掌握作品和著作权人的概念，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主体、客体、归属、期限、

使用许可、侵权责任等知识；了解出版单位使用作品的付酬原则和付酬方式，能够运用所学

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著作权实践中遇到的有关问题。 

本篇内容包括著作权与著作权法的概念、作品及其著作权人、著作权权利、著作权的许

可使用与限制、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第一章  著作权与著作权法的概念 

一、著作权 

著作权的概念；著作权的构成；著作权的特征。 

二、著作权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原则 

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原则。 

（二）我国有关著作权法的主要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

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

报酬暂行办法》。 

 

第二章  作品及其著作权人 

一、作品 

（一）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保护的作品种类 

文学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

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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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几种客体 

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时事新闻；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二、著作权人 

（一）原始著作权主体 

自然人作者；视为作者的组织；作者身份的认定。 

（二）继受著作权主体 

著作权继承者和受遗赠者；著作权转让中的受让人。 

（三）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著作权属于作者”；特殊情况。 

 

第三章  著作权权利 

一、人身权 

发表权；署名权。 

二、财产权 

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 

三、著作权权利的保护期 

无期限保护的条件；有限期保护的期限。 

 

第四章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与限制 

一、许可使用的含义及其常见方式 

许可使用的含义；许可使用的常见方式。 

二、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主要内容 

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许可使用的权利是否专有；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付酬标

准和办法；违约责任；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三、出版单位使用作品的付酬 

（一）付酬原则 

平等原则；公平原则；等价原则；协商一致原则。 

（二）出版图书的付酬方式 

版税方式；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方式；一次性付酬方式。 

四、著作权限制 

著作权限制的概念；我国的著作权限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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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概念；内容构成；责任承担方式。 

二、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的界定；行政处罚依据。 

三、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的概念；刑事处罚种类。 

 

第四篇  知识产权法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及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专门法律

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有关知识的理解掌握。 

要求应试者熟悉和掌握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制度及内容，了解我国参加的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内容，具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以及解决理论与实践中所遇到问

题的能力。 

本篇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法基本概念、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国际

条约和协定。 

 

第一章  知识产权法基本概念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的对象；知识产权的分类、性质以及与其他民事财产权利的

区别；知识产权与民法的关系；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历史和现状。 

 

第二章  专利法 

一、专利权的内容 

专利权的内容；专利权人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手段；专利权实施许可。 

二、专利权的主体 

发明人、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的概念；职务发明人及其所在单位；专利权的归属。 

三、专利权的保护 

专利纠纷的解决方法、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 

 

第三章  商标法 

一、商标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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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商标和专利的区别与联系；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二、商标权对象 

商标的分类；商标使用和注册的积极与消极条件；注册商标的积极意义。 

三、商标权 

商标权的概念、内容、特征；商标权主体的概念及其范围；商标权客体的概念；商标权

人的义务；商标权取得的方式；我国商标权取得的原则；未注册商标的法律地位。 

 

第四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知识产权中的地位。 

三、侵害知识财产的不正当竞争 

侵害商业标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智力成果的不正当竞争。 

四、滥用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 

知识产权人滥用实体权利的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人滥用救济手段的不正当竞争。 

 

第五章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和协定 

一、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概述 

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 

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巴黎公约》的原则。 

三、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 

伯尔尼公约概况、结构、适用范围与原则；《伯尔尼公约》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四、知识产权其他主要国际条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与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

播组织的国际条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与马德里议定书。 

五、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知识产权协定概述；知识产权协定的结构特征、保护范围与原则；知识产权协定在实体

保护标准方面的主要原则；知识产权协定在执行程序方面的主要规则；知识产权的其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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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出版专业实务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出版专业实务的掌握程度。 

要求应试者了解出版专业实务的相关内容；掌握出版专业实务的基本内容，运用所学的

理论知识观察分析出版实践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本篇内容包括信息检索、编辑工作、书刊整体设计、书刊校对工作、书刊印制、出版物

发行、编辑应用文写作。 

 

第一章  信息检索 

一、信息检索 

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类型、特点、功用；类书和政书的概念；书目、索引和文摘知

识；年鉴的特点、功用、类型和常用年鉴的特色。 

二、印刷型工具书的排检方法 

印刷型工具书的排检方法；字顺法的主要类型和特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主要类型和

特点。 

三、计算机信息检索 

计算机信息检索的特点、类型；计算机检索的基本方法；互联网搜索引擎；网络信息检

索的技巧。 

四、出版工作常用信息检索方法 

图书报刊资料的检索途径；字、词、成语的检索途径；典故、诗词文句的检索途径；综

合性百科资料的检索途径；人物、机构、历史、地理资料的检索途径；科技资料的检索途径。 

 

第二章  编辑工作 

一、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的作用；编辑需要采集的信息内容和采集信息的方法；信息处理的步骤。 

二、选题策划与组稿 

选题策划的作用；选题策划的要求和基本步骤；期刊选题策划的特殊之处；选择稿件的

标准；组稿的方式和步骤。 

三、审稿 

审稿的作用；审稿的要求、方法和对稿件作出质量评价的能力；撰写审稿意见的方法和

要领。 

四、编辑的加工整理 

编辑加工整理的作用；编辑加工整理的原则、步骤、方法和加工整理的内容范围；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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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的要求；期刊编辑加工整理的特殊之处。 

五、审定发稿 

审定发稿总要求；审定发稿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 

六、审定发稿后的编辑工作 

校样处理和样书、样刊检查的要求；出版物宣传工作和反馈信息的收集；图书的重印和

再版。 

七、非印刷型出版物的编辑工作 

音像和电子出版物编辑工作内容及其特点；互联网出版编辑工作内容及其特点。 

 

第三章  书刊整体设计 

一、书刊整体设计概述 

书刊整体设计的概念、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二、书刊的形态 

书刊外表部位的名称和书刊的基本组成部分；书刊开本知识；书刊装订样式种类。 

三、书刊的结构部件及其设计要素 

图书和期刊的必备结构部件及设计要求；图书和期刊的可选结构部件及设计要求。 

四、书刊版式设计概述 

书刊版式设计的基本要求；书刊的版面结构；书刊的版面类型。 

五、书刊版式设计要素 

版面；版心；字体、字号；符号、线条、底纹；插图；表格。 

六、书刊正文书页版式设计 

书刊版式设计的行业用语；书刊正文主体文字、标题的版式设计要求；页码和书眉的版

式设计要求；版式设计的批注方法；期刊与图书在版式设计上的异同。 

 

第四章  书刊校对工作 

一、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校对的概念；校对的功能；校对在出版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校样的方式。 

二、校对的方法、工序与制度 

校对的基本方法种类；对校法的操作要点；校对的基本工序；校对符号的用法和校对工

作的规范化操作；校对工作的基本制度。 

三、书刊常见差错类型及出错原因 

书刊常见差错类型；查改文字差错的方法和技巧。 



 

— 43 — 

第五章  书刊印刷 

一、书刊印制概述 

书刊印制的概念；印刷的要素；模拟印刷、数字印刷的种类及其特点；书刊印制工艺过

程；印刷用纸的种类。 

二、书刊印制常用材料 

书刊印刷用纸的计算方法；胶印油墨的特点和常用种类；装帧工艺材料的种类；装订材

料的种类。 

三、书刊印前制作 

原稿检核对象及检核的要求与方式；文字、图形和图像的输入和存储方式；图像、图形

处理所包括的内容；组版的处理对象和常用组版软件；图文输出、印刷制作和打样。 

四、书刊的印刷与装订 

印刷的工艺原理和彩色印刷的呈色原理；影响印刷质量的因素；印刷品常见质量问题；

装订方式；书刊印刷和装订质量要求。 

 

第六章  出版物发行 

一、出版物发行概述 

出版物发行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特点；出版物发行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出版物发行的

主要环节和出版物发行的程序；出版物发行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二、出版物购销 

出版物购销形式；出版物发行折扣。 

三、出版物发行方式 

出版物总发行的特点；出版物批发的特点、作用和具体形式；出版物批销的操作要点；

出版物零售的特点、作用和零售机构的分类；出版物进出口贸易的概念、形式和相关程序。 

四、出版物发行渠道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发行渠道。 

五、出版物物流 

出版物物流的概念和特点；出版物合理库存量管理和退货管理；出版物数字化发行。 

六、面向消费者的相关活动 

出版物发行中面向消费者的相关活动的种类。 

 

第七章  编辑应用文写作 

一、编辑应用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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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用文的概念和特点。 

二、内部编辑业务文件 

调研报告、选题报告、编辑计划、审稿意见等内部编辑业务文件的撰写要领。 

三、编辑工作书信 

约稿信、退修信、退稿信、日常联系信、答读者信等编辑工作书信的撰写要领。 

四、书刊辅文 

书刊辅文的种类和撰写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