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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介绍

文学与传媒学院开设有 4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

学（中小学教育、新闻与秘书、对外汉语方向）、新

闻学（新闻采编与制作、网络新闻、财经新闻方向）、

广告学（广告传媒、广告经营管理方向）、网络与新媒体。

学院下设汉语言文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等

专业教研室，建有传媒技术实验室、摄影摄像技术实

训室、非线性编辑实训室、图形图像处理实训室、特

效渲染实训室、摄影棚等实验实训室。经过多年专业

建设与人才培养，全院拥有一支专业学识丰富、教学

实力雄厚、教风纯正严谨的教学科研团队。学历层次高、

教学科研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已成为全院师资骨干。

学院以培养高级应用复合型人才为理念，坚持特

色教育，积极改进培养模式，拓展培养层次，提高教

育质量，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培养，将课堂教学与专业实践相结合，与多个学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广告、网络公司等企事业

媒体单位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历届毕业生受到用人单

位的肯定和欢迎。 

学院学风优良，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突出，研究生和公务员考取率历年居全校前列。

学院文化建设成果斐然，与专业教学紧密联系的第二

课堂、学生社团活动、假期社会实践及专业实习活动

丰富多彩 , 常年举办“文新光影摄影大赛”“主持人

大赛”“汉韵文传”等系列学生素质拓展大型比赛活动。

学院秉承“崇实立信，经邦济民”的校训以及“观

乎人文，化成天下”的院铭，立足重庆，辐射西南，

面向全国，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专业建设为重点，

以特色教育为理念，传承历史，再铸风采。

课程实训实景

专业咨询热线：023-42891303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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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

（一）汉语言文学 

【专业代码：050101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1. 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

政治方向，系统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和深厚的语言

文学功底，熟练掌握外语及计算机知识，以及对外汉

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技能；具备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

人文素养，能传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开展中外文化交流；能在国内外机关、媒体和企事业

单位从事跨区域、跨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

才。本专业推行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学历教

育与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学

习期间可考取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涉外

秘书资格证等相关资格证书。

主干专业课程：汉语国际教育概论、语言学概论、

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语言教学法、汉语写作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重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汉语

言文学知识、英语听说读写技能，具备中国文学、文化、

跨文化交际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能在教育、外事、商贸、文艺、党政等领域从事教学、

研究、翻译、管理等工作。

2. 汉语言文学【新闻与秘书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社会

主义政治方向、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坚实的新闻及

秘书专业理论、熟练的秘书知识及办公自动化能力。

能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媒体机构

从事秘书、宣传等工作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本专业推

行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学历教育与国家级职

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学习期间可考

取高级秘书资格证、中高级速录师资格证等相关国家

级职业资格认定证书。

主干专业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秘

书学、应用文写作、秘书实务、公关与礼仪、公共关系学、

办公自动化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重在培养具有扎实新闻基本功、

懂新闻法规，以及具有熟练的秘书写作、档案管理、

新闻报道、公众号管理等技能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在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媒体机构从事部门新闻采写

学生实训

新闻中心AR体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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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布、公众号运营、公文写作、会议策划、对外公

关等工作。

3. 汉语言文学【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基础和较高的文学修养，系统掌

握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文和教师

素养，能熟练掌握教育基本理论和教学技能技巧，能

胜任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以及在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秘书、宣传、编辑等工作

的复合型人才。推行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师职业技能训

练相结合，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学历教育与

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学习期

间可考取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高级秘书资格证等

相关国家级职业资格认定证书。

主干专业课程：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教学法、

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文学概论、基础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重在培养具有扎实汉语言文学

知识、熟练的教师教育技能，具有过硬的教师基本功，

通过教师教学实践、师德师风铸炼，能胜任中小学语

文教育、班级管理、校园文化建设、行政管理等工作

的复合型人才。

（二）广告学

【专业代码：050303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1）广告学【广告传媒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服务市场经济，在新媒体发

展趋势下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传播学、广告学等理

论知识，掌握广告创意与策划、广告文案写作、广

告设计与表现、广告媒介经营与市场运作等素养能

力，熟悉国家相关广告法规与政策，富有创新思维

精神的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级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

将结合校外实训基地实践项目，将教学实操和项目

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践完

美结合。

主干专业课程：传播学、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

广告创意、美术基础、广告文案写作、平面广告设计、

广告摄影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就业面广泛，可

在各级各类专业广告公司、企事业单位（广告部门、

市场部门和营销部门）、报刊社、商业电台、电视台、

2021 年重庆市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微视频
创作大赛大学组二等奖

AR演示 特效渲染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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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等媒介广告部从事广告策划创意、

文案写作、广告设计制作等工作，也可

在专业影视媒体公司从事广播电视采访、

编辑、专题片（纪录片）、节目制作与

管理等工作。

（2）广告学【广告经营管理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现代

企业经营管理和营销知识，掌握现代广告理论，具备良好的广告

经营管理与策划创意能力的复合应用型广告人才。掌握现代广告

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具有行业经济、国际贸易、公共关系等方

面的综合知识，具备从事广告调研、策划、创意、设计、制作、

发布的业务能力；熟悉广告活动的业务流程，熟悉有关广告的政

策法规；具有一定的外语听、说、写能力，能运用阅读外语专业

文献。

主干专业课程：传播学、广告学概论、传媒经济学、广告策

划与创意、广告文案写作、影视广告创作、广告调查、广告经营管理、

企业文化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就业前景广阔，可在广告公司、

广告媒体、国家行政机构等单位从事广告经营、广告管理、广告

策划、广告创意、广告传播、公关策划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也可从事广告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以及自主创业活动。 

（三）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代码：050306T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熟悉媒体融合理论及信息传播规

律，具备跨媒体传播意识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市场调查研究

和活动策划能力，能利用新媒体实施品牌营销传播、整合营销以

及网络舆情分析与研判，掌握摄、录、编、播一体化技术知识，

能在广播电视、新媒体传播中承担节目策划、拍摄、采访、编辑

以及管理等工作的新型传播类复合型人才。

主干专业课程：摄影技术、摄像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网络新闻编辑与评论、新媒体数据分析、网络音视频节目编辑与

制作、网页设计制作 、新媒体运营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聘请行业专家承担核心课程，并与中影集团、

重庆广电集团等媒体机构紧密合作，强化实验、实习、实践教育。

通过系统学习，毕业生将形成较完备的新媒体和实践知识体系，

能够在各类门户网站、移动互联网、数字媒体以及报刊、户外、

广播、电视等媒体从事媒体调查与分析、媒介内容生产以及媒体

经营管理等工作，同时能够在企事业单位信息化管理宣传部门、

文化传播公司从事舆情分析、新闻宣传、媒介策划与推广、创意

传播等工作。

“纳德”杯重庆市大学生公文写作技能竞赛一等奖

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厂告艺术大赛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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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闻学

【专业代码：050301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1）新闻学【新闻采编与制作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新闻传播理论知识

和技能，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和宽厚的人文修

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熟悉我国新闻和宣传政策法规，

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毕业后能胜任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工作，可在新

闻、出版、报刊、网络、文化传媒等机构从事编辑、

记者与媒介管理等工作，也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从事公关传播、新闻信息编发、网络编辑与管理、

经济宣传、文化传播等工作。

主干专业课程：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

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新闻编辑与评论、新闻法规

与职业道德、电视节目编辑制作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推行课堂教学与企事业单位、

报社、电视台、网站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培

养模式，重在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与科学素养，掌握

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媒体新技术，熟悉我国新闻、

宣传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

新闻传播人才。毕业生既能就职于传统报刊媒体，又

能胜任数字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工作，同时还能在宣传、

出版与文化部门从事宣传、文秘、公关、经营管理等

工作。

（2）新闻学【网络新闻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和

技能，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和宽厚的人文修养，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重庆赛区）平面类三等奖 2019 重庆市纳德杯公文写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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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采访

富有社会责任感，熟悉我国新闻和宣传政策法规，综

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学生

毕业后能胜任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工作，可在新闻、出

版、报刊、网络、文化传媒等机构从事编辑、记者与

媒介管理等工作，也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

公关传播、新闻信息编发、网络编辑与管理、经济宣传、

文化传播等工作。

主干专业课程：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

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网络新闻编辑、多媒体技术

与应用等。

培养特色：本专业推行课堂教学与企事业单位、

报社、电视台、网站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相结合的

培养模式，重在培养学生掌握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

与网络新闻编辑与制作的方法，熟悉我国新闻、宣

传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具备从事新闻、宣传、文

秘、公关、经营管理等相关职业所需要的基本素养

和基本能力。学生毕业后可在报纸、广播、电视等

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公司从事信息采访、写作、编辑、

评论等工作。

（3）新闻学【财经新闻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和

技能，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和宽厚的人文修养，

富有社会责任感，熟悉我国新闻和宣传政策法规，综

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学生

毕业后能胜任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工作，可在新闻、出

版、报刊、网络、文化传媒等机构从事编辑、记者与

媒介管理等工作，也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

公关传播、新闻信息编发、网络编辑与管理、经济宣传、

文化传播等工作。

主干专业课程：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

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广告学概论、经济学原理、

传媒经济学等。

学生实训

培养特色：本专业推行课堂教学与企事业单位、

报社、电视台、网站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培

养模式，重在培养掌握新闻理论知识与媒体新技术，

具备市场调查、策划创意、媒介策略和效果测评的专

业技能，能够在文化公司、公关公司、传播机构、市

场调查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财经新闻传

播或宣传服务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