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际传播理论与实践

课程内容：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于 2013 年开始主办并资助“FIST(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 项目”，旨在建设一批高质量研究生开

放课程，每门课程由我校一名教师领衔、三名国内外教学科研名师组

成，面向全球开课。由胡春阳教授组织的课程团队讲授的“人际传播

理论与实践”课程入选“FIST”首批项目，如今已成功地连续举办 9

届，曾邀请到美国人际传播领域领军学者 Kory·Floyd 教授、

Dianna·Stover 教授、Brian·H·Spitzberg 教授、Kathleen·Czech

教授、Barbara·Pfetsch 教授以及国内人际传播研究先行者王怡红

教授来我校授课。经过 9 年的发展，“人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课程已

成为复旦大学 FIST 课程中最受欢迎、选课人次最多的课程之一，课

程选课学生来自纽约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学

府，惠及 700 多名本硕博学子、少数研究者和学者。

胡春阳教授十余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设并主讲的“人际传播

学”课程，呼应当代人际传播的历史性、复杂性、多样性，从理论到

实践培养人际传播的多种能力。课程建设随着胡春阳教授的教材《人

际传播理论与能力》及译著《人际传播研究手册》的出版问世变得更

为成熟。技术的变革、社会的变迁给人际传播在历史的、全球的、技

术的审视和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阐释语境。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方式

为人际传播带来了多样化的感知体验和灵活的选择空间；东西方文化

与交往模式的差异促进了人际关系网络的重组；沟通与对话背后内心

的无力与焦虑折射出亲密关系的异化与感性生活的扭曲；流动性生存

压力下，人际传播作为社会关系的支持系统，使得人们在危机中获得

支持并重塑情感关联。人际传播的学术视野正在面临多元化的想象和

融合，跨学科背景的交叉、多重人际资源路径的建构，让一直以来被

遮蔽的人际传播议题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次《人际传播理论与实践》FIST 课程从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入

手，所探讨的人际传播知识涉足家庭、社会、医疗及跨文化等领域，

在同当代议题发生互动与碰撞之时，亦将对人际传播学科发展做出回

应与反思。本次 FIST 课程突破传统课程按照概念的逻辑关联推进的

方式,通过密集的授课,以专家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该领域前沿

问题作为核心话题，围绕典型个案进行分析，以理论带动学生观察人

际传播实践，以实践个案带动同学进行理论水平提升以及学术研究方

法的淬炼，同时还将开展丰富的师生互动交流的教学环节，促进思想



碰撞和意见交换，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敏感性。

一、全球视野，强强联手。师资团队国际化、优质、权威；教学

团队四位教授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成果斐然，分别来自海内外知名高

校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大学、复旦大学；两位青年博士毕业于海外，

师从人际传播领域前沿研究知名学者，教学和科研经验丰富。

二、课程新颖，兼具实用性和学科推进性。此为国际合作课程，

旨在拓展新闻传播研究生的学术视野，训练学生在人际传播领域的研

究方法，培养其在家庭沟通、亲密关系、医患沟通、跨文化沟通等人

际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能力；

三、前沿学科交叉性。本课程关注当前备受关注的刻板影响、归

因、人际冲突、支持性传播等的人际传播理论实践，融合传播学、社

会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交叉学科知识。

胡春阳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

Berkman 学者，普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香港珠

海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传播学会人际传播分会常任理事。致力于人际

传播、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教学生涯主持多项

国家、省部级和校级科研课题，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编

著翻译出版教材累计 12 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十余年在人

际传播领域里的教学、研究耕耘，她对人际传播知识的扩散与深化取

得了卓越成就，其多部人际传播研究成果组成了一个完善的知识矩阵，成为国内人际传播教

育与研究的奠基性资料。

殷晓蓉教授：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信

息与传播研究所中心专职研究员，曾任《新闻大学》执行副主编。主



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传播学史；出版译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话语与

社会变迁》；出版专著《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

Alesia Woszidlo 副教授：亚利桑那大学博士，现任堪萨斯大

学传播学院终身副教授，堪萨斯州女性领导力机构 (KWLI) 学术主

任。作为一位人际传播、家庭传播学者，Woszidlo 教授主要研究

心理健康（焦虑、抑郁、负面情感和压力）、沟通过程（冲突解决

策略、压力应对、社交技能）、家庭功能（家庭凝聚力和适应性）

与人际关系质量（承诺、奉献、离婚倾向和满意度）之间的关联。

她研究的人际关系包括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多子女家庭关系。

Linda Steiner 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菲利普·梅里尔新闻

学院资深教授，科研与博士生教学指导主任。曾任美国新闻与传

媒协会（AEJMC）主席，现任《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等期刊的编辑。她于 1979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传媒研

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在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与性别研究、新闻史、

传媒教育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

殷思远助理教授：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

究领域包括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女权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课

题包括劳工抗争、平台经济、移民、性别话语和女权运动等。研究

成果发表在多个重要期刊，包括 Cultural Studies,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等。

杨蕾研究员：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员。

多 届 国 际 传 播 学 协 会 会 议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论文审稿人、演讲人, 复旦大学演讲嘉宾（2018、

2020），加州州立大学访问学者（2017）。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传播、

跨文化传播、社交媒体研究。代表作：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Hui Ethnic Minority’s Information Seeking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 Focus Group Study（2019）。

周韦妙博士：青年教师，堪萨斯大学传播学博士在读，人际传

播研究者，擅长量化研究方法。研究话题包括家庭关系（亲子关系，

兄弟姐妹关系），家庭沟通（亲子间关于家庭资源分配的沟通），孝

顺 观 念 和 心 理 健 康 。 她 的 学 术 研 究 成 果 在 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和 NCFR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等会议上发表。代表作：Zhou, W., & Woszidlo,

A.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Differential Treat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20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Virtual).

1、开课时间

2022 年 8月 4日－2022 年 8 月 10 日

2、授课方式

中文&英文，线上课程。

腾讯会议教学，课程微信群辅以重要信息通知及课后交流。

3、教学安排（拟）

(具体执行将根据老师时间和备课内容调整，请关注课程

通知)



4、考核方式

考核形式 权重 评定标准

出勤 10% 课程签到记录

课堂表现 30% 互动讨论及交流分享

课程论文 60%
切入点明确，结合生活观察，理论运用恰

当，引用规范

本次考核主要考察同学们的研究能力。请选择任一授课老师课程

中触动你的话题/知识点，围绕该话题/知识点拟一篇研究设计，字数

4000-5000。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问题、研究方

法和参考文献。注意：不包含研究结论。

1、学员要求

本课程面向全球高校研究生。

选课学生应善于表达互动、交流分享；需具备传播学，特别是人

际传播、家庭传播和健康关怀相关基础，掌握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

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外语水平良好，能够高效阅读并消化文献。

2、招生名额

50人内

3、报名方式

复旦学生：通过复旦大学研究生选课系统选课，登录网址为

http://yjsxk.fudan.sh.cn/wsxk或 http://yjsxk.fudan.edu.cn/wsxk，截止日

期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周一）。

外校学生：通过复旦大学通用注册报名平台选课，登录网址为

http://register.fudan.edu.cn/qljfwappnew/sys/lwFudanRegistrationPlatfor

m/index.do#/project，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周一）。



报名成功的同学，助教将邀请进课程微信群并告知具体事宜，请

保持通讯畅通。

4、课程联系人（拟）

5、

丁靓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邮箱：ding9622@163.com

1、费用：不收取任何费用，力求为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机

会公平化尽绵薄之力。原则上不提供教学相关的纸质版或电子版材料。

2、选课：课程名额有限，请感兴趣的同学尽早报名，课程后续

信息将在报名截止后回复至报名邮箱；选课学生需服从助教工作安排，

遵守课堂纪律。

3、课时学分：共 36学时，考核通过将获得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授

予的 2 学分。

4、学分转换：外校选课同学是否支持学分转换，请咨询所就读

学校，课程证明可在结束课程后自行联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理。本

校选课同学将在结束课程后自动计入学分系统，无需开具选课证明。

其他通知要求详见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教学管理规定。

热烈欢迎全球优秀研究生加入这场学术交流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