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试行） 

为激发广大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追

求卓越，提升我系研究生培养水平，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

业，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科教〔2019〕19 号)和《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评审办法》等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经我系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评审委员会讨论研究，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设奖类别 

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不设等次。 

学制内高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设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四个等次。 

二、参评对象 

我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人事档案不转入本校

的硕士研究生及延期毕业硕士研究生除外。 

三、评定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三）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各门课程学习成绩

优秀； 

（四）热爱集体，品德优良，积极参加各类研究生集体活

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四、评定测算方法 

（一）一年级学业奖学金不设等次。 

（二）二年级、三年级奖学金评定细则： 

MA 总分=学习成绩得分+学术科研能力得分+附加分 

1、学习成绩得分办法 

学习成绩得分=所修研究生部开设课程的平均分（2022

级起按照所修研究生部开设课程、戏文系开设必修课程的平

均分） 

2、学术科研能力得分办法 

（1）学术论文类别（适用于 MA） 

论文加分细则（试行）   

课题、学术论文类别 类别  
独

著 

第一

作者 

第二

作者 

备

注 

权威期刊、三报一刊、新华文摘 论文 30 20 10    



南大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

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外文

核心期刊（SSCI/SCI/A&HCI） 

20 14 7  

南大核心期刊的集刊和扩展版 15 10 5    

北大核心期刊、重要报纸的理论

版、外国学术期刊  

论文 10 7 3    

评论 5 2.5 1.5    

一般刊物（论文集） 

论文 4000

字以上 
 

3 2 1    

评论 2000

字以上 
2    

专著等文学艺术创作，参考论文加分

标准，由评审委员会认定。              

说明： 

1、申报须提供佐证材料。综述、采访分值减半；非核心刊物论文发表只认

定 2 篇（代表作），且刊物须与本专业相关；核心刊物发表认定数量不设上

限；学术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参考论文集加分标准减半；其他学术创造项目未

尽事宜，由评审委员会讨论认定后赋分。 

2、权威期刊参考附表 1《上海戏剧学院文科权威期刊目录》。 

3、MFA 如有学术科研成果最多可报 2 项，提供佐证材料并经认定后，根

据学术论文类别标准予以加分。 

 

3、附加分 

附加项目类别 奖励标准 分值 



 

承担项目 

作为项目申请人承担上海戏剧学院研究

生创新计划项目等学校科研创作项目等

且完成（参与者不计入） 

 

2 

  

实践学分 

实践学分 3 分及以上 2 

实践学分 4 分及以上 4 

实践学分 5 分及以上 6 

 

MFA 总分=学习成绩得分+艺术创作能力得分+附加分 

1、学习成绩得分办法 

学习成绩得分=所修研究生部开设课程的平均分 

2、艺术创作能力得分办法 

（2）艺术创作实践类别（适用于 MFA） 

创作立项、演出、获奖 

级别 主创人员 承认机构 

国家级（权

威机构）、 

国际级 

20-30 

教育部、中国文联、文旅部、中国作协等授

予，如文旅部重点剧本扶持工程、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负责人（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

目、小型剧目和创作资助项目、青年艺术创作

人才资助项目等）；“互联网+”“挑战杯”等学科

竞赛获奖。  



省部级 
（权威机

构） 

10-2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人民政府，国家

各部委或中国文联下属各协会，如中国剧协、

中国影协等授予；“互联网+”“挑战杯”等学科竞

赛获奖，入围国赛；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项

目负责人；署名编剧的系列剧视频作品由卫视

或腾讯、优酷、爱奇艺官方认定发行并播出；

入围乌镇戏剧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

电影节等。 

地厅级 
（权威机

构） 

5-10 

上海市教委、中国舞美学会、上海社联等授

予；“互联网+”“挑战杯”等学科竞赛获奖；署名

编剧的系列剧视频由芒果 TV 等同档平台官方

认定发行并播出；或入围大凉山戏剧节、阿那

亚戏剧节等。 

区县级等  2-3 

区县、民营机构授予；入围民间大学生戏剧

节、市民戏剧节/电影节或获奖；署名编剧的系

列剧视频由区县级、其他民营机构等平台播

出。  

校级 1-2  

说明： 

1、须与本专业相关的艺术实践，创作获奖级别认定可参考附表 2 我校《高

级职称学术与技术成果说明》中的“创作类奖励”认定标准；个人文集、剧本、

小说等文学艺术创作类文章，参考论文加分标准，由评审委员会认定。其中发

表于《剧本》参考南大核心期刊标准，发表于《新剧本》参考北大核心期刊标

准。其他艺术创作实践未尽事宜，由评审委员会讨论认定后赋分。 



2、地厅级以下艺术创作实践只认定 2 项（代表作）。 

3、团体类奖项成员个人得分可按比例分档计算。获奖如为名次和奖次类同

对待，如第一名对应一等奖。 

4、MA 如有艺术创作成果最多可报两项，提供佐证材料并经认定后，根据

艺术创作奖励相应标准予以加分。 

3、附加分 

附加项目类别 奖励标准 分值 

 

承担项目 

作为项目申请人承担上海戏剧学院研究

生创新计划项目等学校科研创作项目等

且完成（参与者不计入） 

 

2 

  

实践学分 

实践学分 3 分及以上 2 

实践学分 4 分及以上 4 

实践学分 5 分及以上 6 

 
 

五、评定比例和奖额 

一年级学业奖学金不设等次，学制内高年级学业奖学金

分为特等奖、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奖

金金额和名额以当年学校下发额度为准。 

六、评定程序 

（一）学制内高年级学业奖学金评定采用申报制，由研究

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学校的评选条件提出申请；一年级研

究生无需申报。 



（二）高年级学生必须提供能证明自己所获奖项的辅助材

料。 

（三）学生提交材料至戏文系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

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材料，综合打分，评定等次。 

（四）院系名单公示。 

（五）上报上级评审组织。 

六、本评审实施细则由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七、本评审实施细则经 2022 年 10 月 14 日党政联席会审议

通过，颁布执行。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附表 1： 

上海戏剧学院文科权威期刊目录 

 

序号 学科类别 期刊名称 

1 文学·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文学遗产》 

2 文学·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评论》 

3 语言学 《中国语文》 

4 艺术学 《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 

5 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6 哲学 《哲学研究》 

7 历史学 《历史研究》 

8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9 考古学 《文物》、《考古学报》 

10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11 民族学 《民族研究》 

12 马克思主义理论 
《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13 党史·党建 《中共党史研究》 

14 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15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 

16 法学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17 经济学 《经济研究》、《金融研究》 

18 管理学 《管理世界》 

19 图书情报与文献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 教育学 《教育研究》 

21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 

22 心理学 《心理学报》 

23 统计学 《统计研究》 

24 
综合·综合性人文

社科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 

25 《文史哲》 

26 《学术月刊》 

27 

综合·高校综合性

学报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附表 2：参考我校《高级职称学术与技术成果说明》中的“创作类奖

励” 

 

高水平创作类奖励 
类别 奖项 备注 



国际级 

美国戏剧托尼奖 

 

普利策奖 

美国奥斯卡“金像奖” 

美国电影“金球奖” 

美国电视“艾美奖” 

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美洲大奖”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国家级 

比赛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奖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群星奖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中国戏剧奖(含梅花表演奖、曹禺剧本奖、优秀剧目

奖、小戏小品奖、理论评论奖、校园戏剧奖） 

中国曲艺牡丹奖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含“华表奖”、“飞天奖”、“星光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 

中国电视“金鹰奖” 

中国音乐“金钟奖” 

中国摄影“金像奖” 

全国美术展览奖 

中国新闻奖 

中国政府出版奖 

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中国昆剧节（获奖） 

中国京剧艺术节（获奖） 

中国越剧节（获奖） 

省 部 级  中国话剧金狮奖  



比 赛  老舍文学奖 

其他 其他经专家委员会认定的国家级、省部级比赛或评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