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上海科技大学 - 南加大电影学院线上编剧培训班课程大纲 

Peter Gamble Robinson 教授 

6/6-9/26 

 周六 周日 
 
 

第一周（6 月 6 日） 
 

 

 

 

 

 

 

课程引入 - 我们为什么写作 

 

课程介绍 

开课讲座：我们为什么讲故事？ 

设定目标：你想从这门课上学到什

么？讨论大纲 

 

课上练习：人物&情感，挖掘你自

己的经历：上学路上 

 

作业： 

最喜欢的玩具；最强大的存在；最

恐惧的人（散文） 

最光荣的时刻；最耻辱的时刻（散

文） 

剧作的三大元素 & 关键场景 - 
《回到未来》拉片 

 

为什么要分析故事？ 

 

电影的三大元素：剧情、人物、主

题 

电影的关键部分：现状、攻击点、

辩论、锁定、剧情点 2、高潮 

铺垫和呼应 

第二周（6 月 13 日） 

挖掘你的情感体验 

 

讨论上周的情感作业 

介绍剧本格式 

 

讲座：什么是人物？怎样让观众能

看到人物性格？ 

 

作业： 

 

1) 描写主人公的三个行为，通过

这三个行为观众能够了解主人公的

内在性格。其中一个行为请写成场

景格式。思考人物可能有哪些有趣

的行为？ 

2) 思考你想写成长片的想法（我

们将从第八周开始进入长片创

作），尽量每周都想几个想法。 

 

注意：第一周的重点是挖掘你自身

的情感体验，并思考哪些体验也能

打动其他人，原因是什么？我们也

会讨论每个人想要写的是哪种故

事？为什么？其中有无相互关联的

地方？  

人物弧 - 《黑客帝国》拉片 

 

人物弧、四大基本人物弧、外在欲

望 VS 内在需求 



第三周（6 月 20 日） 

塑造人物：我们是谁 

 

讨论上周作业：三个人物行为 

讲座：建立人物弧；外在欲望 VS 

内在需求 

 

作业：描写三个主人公被迫改变

（内在需求）以达到目标（外在欲

望）的时刻，其中一个改变请写成

场景格式。 

腐败弧线 - 《绝地计划》拉片 

 

腐败弧线；影片中重要的一场或连

续几场戏；主题&反映主题的第三

幕 

第四周（6 月 26 日） 
 

注：本周因端午节放假
调休，故上课时间改为
周五（6 月 26 日）及周
六（6 月 27 日） 

塑造人物弧：我们如何改变 

 

讨论上周人物转变的作业 

讲座：促进转变者 

 

作业：描写三个主人公被迫改变

（内在需求）以达到目标（外在欲

望）的时刻。本次作业中，每次改

变必须是要由促进转变者促成的。

其中一个转变请写成场景格式。 

悲剧弧线 - 《血色将至》拉片 

第五周（7 月 4 日） 

促进转变者：改变了我们的人 

 

讨论上周的促进转变者作业 

讲座：关系弧线 

 

作业：写一张节拍表，描述在电影

的进程中，两个人物的关系可能发

生怎样深刻的转变，例如：从敌人

到朋友，从敌人到爱人，从父母到

敌人，从爱人到敌人等。 

道德弧线 - 《机器人总动员》拉
片 

第六周（7 月 11 日） 

关系弧线：我们的关系是如何转变
的 

 

讨论上周的人物关系作业 

 

讲座：场景描写的原则：冲突、相

反的目标、升级、策略 

 

作业：运用场景写作的原则，创作

一场戏 

关系弧线 - 《雨人》拉片 

第七周（7 月 18 日） 

场景练习 & 升级 

 

绝妙的策略和升级 

 

讨论上周的场景作业，探讨如何能

让场景中的策略交锋和升级做得更

好 

讲座：风格、声音和对话 

 

作业：描写一个关于两个完全不同

的人物的场景 

电视剧叙事 - 《绝命毒师》拉片 

 

电视剧和长篇叙事的挑战；如何创

作与电视剧整体风格一致的试播集 



第八周（7 月 25 日） 

风格和对话：怎样找到你独特的声
音 

 

讨论上周的场景作业，关注对话和

风格 

讲座：潜台词 

 

作业：描写一个场景，其中一个人

物想讨论某件事，但不能向另外一

个人明说 

多主角 - 《复仇者联盟》拉片 

 

 

如何创作多个主要人物，并将他们

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英雄旅程 

第九周（8 月 1 日） 

潜台词 

 

讨论上周的潜台词作业 

 

讲座：电影的幕、章节和核心场景 

 

作业：从你想开发的电影点子中选

择三个，分别分解他们的第一幕，

找到关键场景：开场戏/序幕、现

状、攻击点、辩论、锁定。必须在

第一幕中通过三个行为建立起人

物。 

多剧情线 - 《木兰花》拉片 

 

多剧情线的交织？ 

第十周（8 月 8 日） 

第一幕和第一幕结构 

 

讨论部分同学的第一幕章节梗概

（时间不够全部讨论），探讨哪些

最能打动人。 

 

讲座：电影的章节，第二幕如何塑

造人物弧 

 

作业：分别撰写三部电影第二幕的

章节梗概（每部一页）。每个章节

的名称要有强烈的吸引力，要有积

极主动的目标。每章都要有一个强

烈的目标和人物弧线的发展。 

时间 & 视角 - 《记忆碎片》拉片 

 

时间和视角的变化（什么是真

实？） 

第十一周（8 月 15
日） 

第二幕和第二幕结构 

 

讨论部分同学的第二幕章节梗概

（时间不够全部讨论）。 

 

讲座：反映主题的第三幕。第三幕

向你的人物提出了终极的道德问

题。如何利用主题来增强你的故

事？ 

 

作业：撰写你的三部电影的第三幕

的章节梗概（一页）。重点是要问

出关于你的主角的人物弧的终极问

题 

时间 & 视角 - 《罗生门》拉片 

 

时间和视角的变化（什么是真

实？） 



第十二周（8 月 22
日） 

反映主题的第三幕：在第三幕中看
到主题 
 

讨论部分同学的第三幕章节梗概 

讲座：整合章节大纲 

 

作业：从三个想法中选择一个，修

改并撰写 3 页完整的章节大纲 

一对一半小时讨论你想开发的故事 

第十三周（8 月 29
日） 

修改章节大纲：巩固你的故事 

 

讨论 A 组章节大纲，确保在进入到

分场大纲之前，你已经打好了充分

的故事基础。 

 

讲座：如何撰写分场大纲 

讨论 B 组章节大纲，确保在进入到

分场大纲之前，你已经打好了充分

的故事基础。 

 

讲座：如何撰写分场大纲 

 

作业：修改章节大纲。撰写第一幕

的分场大纲。 

第十四周（9 月 5
日） 

第一幕分场大纲 

 

讨论 A 组第一幕分场大纲。确保每

个章节有足够的场景，但不要太

多。确保人物的人物弧在发展。 

 

本周无讲座，专注每个人的作业。 

讨论 B 组第一幕分场大纲。确保每

个章节有足够的场景，但不要太

多。确保人物的人物弧在发展。 

 

本周无讲座，专注每个人的作业。 

 

作业：根据建议修改第一幕大纲。

撰写第二幕前半部分分场大纲。 

第十五周（9 月 12
日） 

第二幕前半部分分场大纲 

 

讨论 A 组第二幕前半部分分场大

纲，确保每一章节都有足够的场

景，但不要太多。确保人物的人物

弧得到了发展。 

 

本周无讲座，专注每个人的作业。 

讨论 B 组第二幕前半部分分场大

纲，确保每一章节都有足够的场

景，但不要太多。确保人物的人物

弧得到了发展。 

 

本周无讲座，专注每个人的作业。 

 

作业：根据建议修改大纲。撰写第

二幕后半部分分场大纲。 

第十六周（9 月 19
日） 

第二幕后半部分分场大纲 

 

讨论 A 组第二幕后半部分分场大纲 

 

本周无讲座，专注每个人的作业。 

讨论 B 组第二幕后半部分分场大纲 

 

本周无讲座，专注每个人的作业。 

 

作业：根据建议修改大纲。撰写第

三幕大纲。 

第十七周（9 月 26
日） 

第三幕分场大纲 

 

讨论 A 组第三幕分场大纲 

 

讲座：你自己的人物弧 

讨论 B 组第三幕分场大纲 

 

讲座：你自己的人物弧 

 

课后作业（可选）：完成你的剧

本，课堂参与者成立编剧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