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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
———文科卷（ ２０２０）
文中内容均为院系审定，院系保留修改权。

北京大学教务部
２０２０．８

说

明

根据《 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 （ 校发【２０１６】 ６６ 号） 的精神，各院系修订

完成了 ２０１６ 版本科教学计划。 其中，凝练核心课程是 ２０１６ 版教学计划修订的重点之一。

２０２０ 年，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高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水平，学校重新修订了

本科教学计划。 ２０２０ 版教学计划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三个部分，
其中专业必修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毕业论文（ 设计） 和其他非课程必修要
求。
专业核心课程是指以该专业基本的基础理论和技能为内容的课程。 这部分课程是各
院系各专业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凝练出的最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是最能反映该专业水平
和人才培养基本要求的课程。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订，各院系凝练出了各专业核心课程。 这些课程不仅包含本院系开
设的课程，也包含部分其他院系开设的课程，特别是在一些交叉学科专业中，这一特点更加

明显。 核心课程的凝练，明确了专业课程对培养学生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学生在完成
各专业毕业所需最低专业学分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开展更加多样化的自主性深度学习，构
建个性化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素质结构。
本手册主要包括各院系核心课程目录及介绍，手册内容仅供参考。 本科生课程介绍可

登录北京大学综合信息门户” 在“ 公共查询教学信息———课程介绍” 中查看；也可在选课时

登陆选课网站查看。

北京大学教务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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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
课程中文名称

现代汉语 （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学习现代汉语语音学、词汇学、文字学的入门知识，为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 现代汉语” 课程是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基础课，分为上、下两部分。 其中“ 现代
汉语（ 上） ” 的教学内容包括绪论、语音、文字和词汇 ４ 个部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ｌｅ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 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ｈａｓ
ｆｏｕ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ｓｏｕ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ｓｏｕ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上述的基础知识，并能利用所学知识分析现代汉语语音、
文字、词汇等各种现象。

内容提要及相

一、 绪论： 简述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现代汉语的规范

应学时分配

化工作。
二、 语音： 主要介绍有关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说明普通话语音的组成及其系统
性，变化规律。
三、 词汇： 介绍普通话的词汇组成，词的构造、词的词汇意义的类型以及词典
编纂方面的基本知识。
四、 语法： 系统阐明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知识，包括词的语法分类、词组的句
法结构、虚词的用法、 句子歧义现象，以及常见的语病和检查语法的错误的方
法。
五、 文字： 讲授有关汉字的结构和特点以及有关字量、字音、字序的知识，介绍
汉字的简化和管理工作，探讨汉字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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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讲授，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４０％ ～ ５０％，期末考试（ 闭卷）５０％ ～ ６０％。

办法
教材

《 现代汉语》 （ 重排本）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现代汉语 （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Ｉ）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现代汉语（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学习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入门知识，为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 现代汉语” 课
程是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基础课，分为上、下两部分。 其中“ 现代汉语（ 下） ” 教
学内容主要是语法部分。 本课系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知识，包括语法
单位、词的语法分类、层次分析法、句法结构、句子歧义现象以及常见语病的检
查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 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语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熟练掌握语法分析（ 如词类
划分、句子结构分析等） 的基本操作技能，能利用所学知识分析现代汉语语法
现象。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 现代汉语（ 下） ” 教学内容主要是语法部分。 本课系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的
基础知识，包括语法单位、词的语法分类、层次分析法、句法结构、句子歧义现
象以及常见语病的检查方法。

教学方式

一般讲授，课外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４０％ ～ ５０％，期末考试（ 闭卷）５０％ ～ ６０％。

办法
教材

《 现代汉语》 （ 重排本）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

参考资料

暂无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３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Ｉ）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是中文系主干基础课“ 中国古代文学史” 之一，首先介绍文学史的学科性
质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学习目标，概述先秦至两汉文学发展的大势。 然
后依次讲述下列内容：神话与上古歌谣、《 诗经》 、春秋战国诸子散文、史传散
文、楚辞、两汉辞赋、两汉散文、汉乐府诗与汉末文人诗。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ａ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ｅ －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Ｆｏｌｋ Ｓｏｎｇｓ（ 上古歌谣） ，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 诗
经》 ） ，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Ｃｈｕｎｑｉ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ｕｏ（ 春秋战国诸子散文）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 史传散文） ， Ｃｈｕ Ｃｉ（ 《 楚辞》 ） ， Ｒｈ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两汉辞赋、
两汉散 文） ， Ｈａｎ Ｙｕｅｆｕ （ 汉 乐 府 诗） ，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汉末文人诗） ．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ｃｏｒ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Ｐｒｅ －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ｃｕｓ．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文学史的学科性质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文学发展的大势。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是中文系主干基础课“ 中国古代文学史” 之一，首先介绍文学史的学科性

应学时分配

质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学习目标，概述先秦至两汉文学发展的大势。 然
后依次讲述下列内容：神话与上古歌谣、《 诗经》 、春秋战国诸子散文、史传散
文、楚辞、两汉辞赋、两汉散文、汉乐府诗与汉末文人诗。 在本段教学中，着重
阐述中国文学渊源久、成熟早、人文精神突出等要点。 在教学方法上揭示文学
艺术性为主，同时也根据先秦两汉文学的特点，较多地采用古汉语的教学方
法。 同时，针对我国早期文学文史哲不分、文学与文化制度联系密切等特点，
教学中还重视对史学、考古学等学科成果的吸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上） ，作者：袁世硕，陈文新（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 教材） ；

《 中国文学史》 （ 第一册） ，作者：袁行霈；

《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 （ 上） ，作者：北京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
参考资料

暂无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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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ＩＩ）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课程中文简介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精神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开始确立以文人
文学为主体的时代。 本时期的文学发展阶段性明确，常分为建安文学、正始文
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刘宋文学及齐梁陈文学、北朝文学、隋代文学等专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Ｗｅｉ －Ｊ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魏晋南北朝文学） ． ｂ） Ｔｈｅ ｓｅｌｆ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Ｗｅｉ －Ｊ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魏晋南北朝文学）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Ｃｈｕ － Ｔａｎｇ（ 初
唐） ， Ｓｈｅｎｇ － Ｔａｎｇ （ 盛唐） ， Ｚｈｏｎｇ － Ｔａｎｇ （ 中唐） ， ａｎｄ Ｗａｎ － Ｔａｎｇ （ 晚唐） ．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ｏａｌ．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文学史的学科性质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文学发展的大势。

内容提要及相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精神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开始确立以文人

应学时分配

文学为主体的时代。 本时期的文学发展阶段性明确，常分为建安文学、正始文
学、西晋文学、东晋文学、刘宋文学及齐梁陈文学、北朝文学、隋代文学等专题。
在教学上，本段的讲授要点为：一、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
因之研究。 二、 文学审美价值的自觉以及文学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的趋势。
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之特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代为我国古典文
学的全面成熟时期，在这个时期，诗歌艺术达到空前的发展，创造了绝妙的、出
神入化的艺术风格。 就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来看，又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
唐四个时期。 本段文学的教学，突出大家、名家，尤其是对诗文大家如李白、杜
甫、王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煜等大家，分别对其生平、思想、艺术各方面
作系统的介绍，唐诗与唐文的艺术分析为本段教学的重点。 针对这一时期宗
教文化较为兴盛的特点，借鉴相关研究的成果，提高学生理解能力。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中国语言文学系
教材

５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中） ，作者：袁世硕，陈文新（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 教材） ；

《 中国文学史》 （ 第二册） ，作者：袁行霈；

《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 （ 上） ，作者：北京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ＩＩＩ）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宋代文学的发展成就是多方面的，宋诗继唐诗之后另开一代诗风，词体到宋代
发展到高峰，成为宋代文学对文学史最重要的贡献。 另外文言小说、话本小
说、戏曲在宋代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从时间来看，本段又分北宋文学与南宋文
学两大部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 ｏｆ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宋诗） ，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
（ 词） ａｎｄ ｆｏｌｋ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Ｃｉ（ 词） ，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ｌｋ ｄｒａｍ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 Ｓｈｉｍｉｎ” ， 市民）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ｒａｍａｓ（ 南北戏曲）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Ｙｕａｎ Ｚａ Ｊｕ（ 元杂剧）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Ｙｕａｎ Ｚａ Ｊｕ
（ 元杂剧） ａｎｄ Ｓａｎ Ｑｕ（ 散曲） ．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文学史的学科性质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文学发展的大势。

内容提要及相

宋代文学的发展成就是多方面的，宋诗继唐诗之后另开一代诗风，词体到宋代

应学时分配

发展到高峰，成为宋代文学对文学史最重要的贡献。 另外文言小说、话本小
说、戏曲在宋代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从时间来看，本段又分北宋文学与南宋文
学两大部分。 本段的教学要点：宋诗风格形成的过程、宋诗与唐诗的关系、宋
诗艺术之评价、词与音乐关系之演变、词之美学风格。 宋代的市民文化与民间
词、剧曲。 元代为我国戏曲文学的成熟期，杂剧与散曲都有较高的成就，同时
正统的诗词、散文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本段的教学重点：南北戏曲之发生及
渊源、元杂剧兴起的社会背景、杂剧艺术、散曲艺术。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音乐
有较密切的关系，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加强学生对词曲等的感性认识。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中） ，作者：袁世硕，陈文新（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 教材） ；

《 中国文学史》 （ 第三册） ，作者：袁行霈。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史 （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ＩＶ）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明代在诗文、戏曲、小说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传统诗文方面，本期
文学发展的特点一为复古思想突出，二为流派现象突出。 教学内容中将对明
代诗文的各流派作系统的介绍。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ａｒｔ ｏｆ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Ｓａｎ Ｇｕｏ Ｙａｎ Ｙｉ 《 三国演义》 ） ， Ｏｕｔ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ｓｈ（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ｒ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Ｓｈｕｉ Ｈｕ Ｚｈｕａｎ 《 水 浒 传》 ） ，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Ｘｉ Ｙｏｕ Ｊｉ《 西游记》 ）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Ｐａｉ（ 吴江派） ａｎｄ Ｌｉｎｃｈｕａｎ Ｐａｉ（ 临川
派） ．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ｓ ａｓ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Ｄｉａｎ（ 《 长生殿》 ） ， Ｔａｏｈｕａ Ｓｈａｎ

（ 《 桃花扇》 ） ，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Ｌｉａｏ Ｚｈａｉ Ｚｈｉ Ｙｉ（ 《 聊斋志异》 ） ａｎｄ Ｒｕ Ｌｉｎ Ｗａｉ Ｓｈｉ
（ 《儒林外史》 ）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Ｈｏｎｇ Ｌｏｕ Ｍｅｎｇ《 红楼梦》 ）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文学史的学科性质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点、文学发展的大势。

内容提要及相

明代在诗文、戏曲、小说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传统诗文方面，本期

应学时分配

文学发展的特点一为复古思想突出，二为流派现象突出。 教学内容中将对明
代诗文的各流派作系统的介绍。 小说方面，对《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等名著的作者、成书、思想、艺术作全面的介绍。 戏曲方面有吴江派、临川派
等，对汤显祖及其戏曲艺术成就作全面的介绍。 清代是我国古典文学很辉煌
的终结期。 清诗、清词的成就都超越元明，有复兴唐诗宋词之气象。 戏曲小说
也堪为元明戏曲之殿军。 本段教学内容主要有：清初诗文、清初戏曲与《 长生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７

殿》 《 桃花扇》 《 聊斋志异》 及清代文言小说、《 儒林外史》 与中国古代的科举、
文官制度。 《 红楼梦》 的小说艺术。 近代文学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
化的转型期，其主要性质仍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 一般以龚自珍为近代文学
的开端。 本段要点在于近代文学转型与社会变革。 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教学重
点一方面介绍传统诗文发展中流派纷呈等新特点，另一方面突出小说、戏曲的
重大成就，针对雅俗文化矛盾与交流，引导学生正确把握其间的差别。 由于明
清文学从量方面来说异常丰富，可挖掘的文学流派、作家甚多，所以本期文学
之教学尤须关注学术界前沿动态。 至于近代文学，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
文学转化的转型期，本期重点在于近代文学转型与社会变革、近代传统文学之
成就及生命力之再评价。 由于近代思想流派众多，不少与当代社会仍有密切
关系，容易造成判断失误，在授课中将充分借鉴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引导
学生把握正确的方向。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下） ，作者：袁世硕，陈文新（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 教材） ；

《 中国古代文学史》 （ 第三册） ，作者：袁行霈。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语言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使学生通过学习能
比较系统地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知识，比较清楚地了解语言的结构规律、语言的
演变规律、文字的性质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ｉｓ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Ｇａｎｇｙａｏ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Ｙｅ Ｆｅｉ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Ｘｕ Ｔ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基本目的

讲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使学生通过学习能比较系
统地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知识，比较清楚地了解语言的结构规律、语言的演变规
律、文字的性质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为学习其他的语言学课
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１． 从总体上介绍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结构性质：以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为纲、 从
共时角度分别从语音、语法、 语义三个层面介绍语言的内部结构及运转方式。

２． 从历时角度介绍语言系统的演变，分别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说明语言演变
的社会原因及其体现，以及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３． 此外还要介绍文字与书面语，以明确文字与语言、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
课堂讲授。

考试占 ６０％，平时作业占 ４０％。

教材

《 语言学纲要》 ，作者：叶蜚声，徐通锵。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现代文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研究和讲授五四前后到 １９４９ 年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新文学
的发生、发展和衍变的过程，考察与中国社会变革相适应的“ 文学现代化” 历
史内容，包括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变革与改造，在促进“ 人的现代化” 方面所
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语言形式和审美观念的变革；重点是对重大文学史现象
和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以及对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梳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ｏ １９４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ｎ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ｕ Ｘｕｎ， Ｇｕｏ Ｍｏｒｕｏ， Ｍａｏ Ｄｕｎ， Ｂａ
Ｊｉｎ， Ｌａｏ Ｓｈｅ， Ｃａｏ Ｙｕ， Ｓｈｅｎ Ｃｏｎｇｗｅｎ， Ａｉ Ｑ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ｌ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ｌｉ， ｅｔｃ．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ｍｏｕｓ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ｏｎｅ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ｕｒ ａｓ ｗｅｌｌ．
教学基本目的

除了介绍学科的基本知识，本课程还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学界的最新进展，鼓励
他们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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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跟以前的讲授相比，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的变化，主要是淡化“ 史” 的线索，减

应学时分配

少思潮论争等方面的篇幅，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 大约用二分之
一课时讲授代表性作家，其中有 １０ 位是用专章讲授，包括：鲁迅、郭沫若、茅
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张爱玲、赵树理等。 另外还有大约 １５ 位比
较著名的作家也分别用一个课时讲授。 剩下的课时中又还有一小半学习流派
与文体，也离不开作品分析。 除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思潮和延安文艺
等重要的文学史事件分别辟专章学习，其他文学现象和知识都穿插到作家作
品的评析中。 这样，内容比较集中，学生通过对主要作家的学习了解，再把文
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串起来，获得“ 史” 的印象。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作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当代文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理论

课程中文简介

较为系统地介绍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现
象，目的是增强学生的文学史知识，并引导他们深入地理解重要文学作品和文
学现象。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

教学基本目的

目的是增强学生的文学史知识，并引导他们深入地理解重要文学作品和文学
现象。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跟以前的讲授相比，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的变化，是在继续强调文学批评实践

的同时，强化了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 基本上是 ５０ ～ ７０ 年代占总课时的 １ ／ ２，

８０ ～ ９０ 年代占 １ ／ ２。 一般分专题展开教学，依照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

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划分专题，并依据“ 十七年” 、“ 文革” 、新时期、

９０ 年代这样四个时段依次安排专题教学。 以作家作品为经，以文学史脉络、
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为纬，重点讲授代表性的作品。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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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学期中的课堂讨论占 １０％，小论文占 ３０％，学期末的闭卷考试占 ６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者：洪子诚；

《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 ，作者：谢冕，洪子诚。
课程中文名称

文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文学原理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基础课，以文学的基本理论、概念、范畴以及相
关的学科方法为研究对象，系统讲授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
文学的主体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等基本内容。 通过
学习，使同学能够从理论高度掌握文学的基本性质、特点、规律和功能。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Ｂ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ｔｃ．，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ａｔｕｒｅｓ， ｒｕｌｅｓ
基本目的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通过学习，使同学能够从理论高度掌握文学的基本性质、特点、规律和功能。

内容提要及相

文学原理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基础课，以文学的基本理论、概念、范畴以及相

应学时分配

关的学科方法为研究对象，系统讲授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
文学的主体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等基本内容。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作业。

办法
教材

《 文学理论》 ，作者：童庆炳，李准，陈建功，杨义，杨志今（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 教材） ；

《 文学原理》 ，作者：董学文，张永刚。
参考资料

《 文学理论的未来》 ，作者：拉尔夫·科恩；

《 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 ，作者：乔纳森·卡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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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理论》 ，作者：韦勒克，沃伦；

《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作者：彼得·威得森。
课程中文名称

中文工具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分讲授和实习两部分。 讲授部分主要介绍中文工具书的特点和类型、
主要排检方法、如何查找汉语字词、古今图书、篇目文句、报刊论文、人物传记、
地理文献、百科知识、历史事件等内容，适当介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资源使用
各类中文工具书，并注意对新岀工具书的补充和介绍。 实习是在每单元内容
学完以后，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查阅和使用常用的中文工具书，以便熟悉和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正确使用方法，更好地为学习和科研服务。 实习占六学时，
其余为讲授时间。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学术信息，掌握文史哲各类中文工具书的用途、用法。

内容提要及相

见课程中文简介。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讲授和实习。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 ７０％，实习作业及平时表现占 ３０％。

办法
教材

《 中文工具书教程》 ，作者：朱天俊，李国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文化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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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留学生同学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精
神；熟悉文化常识，加深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培养文化研究初步方法，在纵向与
横向联系中开拓比较研究思路。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ＰＫＵ． Ｗｅ｀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ａ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基本目的

使学生对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历史演进、文化传承以及思想流布能够形成相对
完整的认知，从中学习历史地、客观地评价传统、观照现实与考量未来，在此过
程中实现其个体人文素养的提升。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特征，梳理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脉
络，考察文化交流、传播途径：探索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２． 讲述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结构以及行政区划、职官选举、科学技
术等古代文化常识。

３． 结合风俗习惯、岁时节令、婚丧嫁娶、饮食结构、居室园林等具体文化现象，
勾勒中国古代文化独有风貌。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４． 检讨近代以来文化研究之得失，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境遇。
课堂讲授。

平时成绩（ 含课堂答问、作业及小论文） ，期末考试。
《 中国文化史纲要》 ，作者：吴小如，刘玉才，刘宁，顾永新。

参考资料

《 中国古代文化史》 ，作者：阴法鲁，许树安。

课程中文名称

古代典籍概要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介绍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典籍概况，讲述重要典籍的成书、内容、版本、
流传与整理情况。 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典籍有一基本了解，并培养学生查阅、使
用各种古书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ｇ， Ｓｈｉ， Ｚｉ ａｎｄ Ｊｉ，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１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典籍有一基本了解，并培养学生查阅、使用各种古书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介绍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典籍概况，讲述重要典籍的成书、内容、版本、

应学时分配

流传与整理情况。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作业。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史部要籍解题》 ，作者：王树民；《 四库全书总目》 ，作者：永瑢。

课程中文名称

比较文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比较文学是一门从国际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开放学科，本课程将介绍比较文学
的学科理论，学科发展史，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在此基础上介绍和
分析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 包括：影响—接受研究，中外文学
关系研究，比较诗学、科际整合以及跨文化比较等。 从而使学生了解比较学的一
般知识和初步的研究方法。 为深入学习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打下较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ｉｎｏ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对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历史语境、本学科的中西历史、现状、基本理论概念、研
究范式、研究方法，有初步的了解。

内容提要及相

介绍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学科发展史，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在此

应学时分配

基础上介绍和分析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 包括：影响—接受
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比较诗学、科际整合以及跨文化比较等。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听课讨论 ２０％，两次作业 ２０％，期末考试 ６０％。

办法
教材

《 比较文学概论》 ，作者：曹顺庆，孙景尧，高旭东（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 教材） ；

《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作者：乐黛云，陈跃红，张辉，王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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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比较文学概论》 ，作者：陈惇，刘象愚。

课程中文名称

民间文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ｌ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民间文学就是一种以口头语言作为载体的不同于书面文学的特殊文学。 在日
常生活中，民间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本课程将概括介绍民间文学的基
本理论和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的经典性的口头文学作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Ｆｏｌ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ｌｉｋ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ｂｙ ｏ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 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ｇｉｖｅｓ ａ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ｌｋ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目的是促进学生对于文学这种语言艺术的全面理解，它不仅仅是书面的，而且
也是口头的。 同时培养学生运用口头文学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首先概括介绍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 尤其强调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

应学时分配

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民间文学
理论。 这是民间文学研究与书面文学研究的最大差异。 其次，按照体裁分类，
全面介绍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的经典性的口头文学作品，以及学术界对
于这些作品的一般看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作业。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民间文学教程》 ，作者：段宝林。

课程中文名称

计算概论（ Ｂ）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 Ｂ）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１５

如何在新入学的大学生中开展计算机基础教育，一直是高校课程设计中面临
的一个问题。 一般说来，计算机学科的入门基础包括计算引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和程序设计基础（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 个部分。 在高中阶段，
很多学生已经接受过计算机基础教育，包括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如软件、硬件、
计算机网络，二进制，文字处理，以及基本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操作等，也包括
一些基本的程序设计训练。 当然，由于升学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学生的
基础各不相同。 有的对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了解很少，有的学会了计算机的基
本操作和应用，有的会写程序，有的则掌握了较好的编程技巧。 但很少有学生
能够真正理解计算的本质。 考虑到这些情况，本课程在内容上融合了计算的
内涵和程序设计基础两个方面，让学生在理解计算的本质的基础上掌握程序
设计的原理和方法，进而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我们根据学生的不
同层次，设计不同的教学班级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够
在本课程中保持“ 新鲜” 的学习，避免了“ 跟不上” 、“ 嚼冷饭” 、“ 进度慢” 等现
象。
课程英文简介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ｂａｓ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ｉｔｓ ａｌｌ ｆｒｅｓ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ｂａｓ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ｔａｋｅｎ ｓｏｍ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ａｎｄ － 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ｂｉｎ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ｏｒ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ｅｔｃ．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ｅ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ｑｕｉｔｅ ｗ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ｋｎｏｗ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ｂａｓｉｃｓ， ｓｏｍｅ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ｍｅ ｇｒａｓｐ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ｗｅｌｌ． Ｂｕｔ， ｆ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ｉｃｓ，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ｅｑｕｉ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ｌｉ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 ｌａｇ ｂｅｈｉｎｄ” ， “ ｗａｓｔｅｆｕｌ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 ｓｌｏ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所有新入学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第一门课
程。 本课程总括了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是计算机学科的入门基础。 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不但可以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程序设计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创造条件；而且可以让学生真正理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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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能力，为将来参与创新性的研
究和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章 计算机与信息社会（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二进制数制表示、运算及数制编码原理。
第 ２ 章 互联网与信息共享（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互联网的硬件设施、通信协议和基本应用，动手接入互联网的基本知识。
第 ３ 章 计算机的基本组成（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计算机的结构及硬件组成，计算机系统的软件层次。

第 ４ 章 信息表示与信息输入输出（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声音、颜色、图像、文字等信息二进制编码的基本原理。
第 ５ 章 信息存储（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计算机存储系统从寄存器、高速缓存、内存到外存的层次结构。
第 ６ 章 ＣＰＵ 的信息处理（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ＣＰＵ 的工作原理、指令及指令周期的概念；ＣＰＵ 访问主存储器的工作原理。
第 ７ 章 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协同工作（ 课堂讲授 ２ 学时）
操作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文件系统的概念和使用。
第 ８ 章 程序设计 －入门篇（ 课堂讲授 ４ 学时）

程序设计的要素和过程，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Ｃ 语言程序示例及程序规范。
第 ９ 章 程序设计 －基本框架（ 课堂讲授 ６ 学时，习题课 ２ 学时）
变量、常量、数据类型和表达式；指令流的控制；控制台输入和输出。
第 １０ 章 程序设计 －数组和结构（ 课堂讲授 ８ 学时，习题课 ２ 学时）

数组、结构、指针、字符串等数据类型；内存动态申请与释放；文件操作；排序和
查找问题。

第 １１ 章 程序设计 －函数（ 课堂讲授 ６ 学时，习题课 ２ 学时）
函数的参数传递；变量作用域；递归调用的概念及应用。

第 １２ 章 问题分析与算法设计（ 课堂讲授 ６ 学时，习题课 ４ 学时）

程序设计优劣的判断标准（ 算法的时间复杂性） ；递归与分治、搜索与回溯、动
态规划等一般的算法设计方法与思想。
教学方式

本课程课时安排为 ５ 学时 ／ 周，共 ９０ 学时，包括课堂教授和上机，不同的教学
班级，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适当调整课堂讲授和上机的学时分配。 课程教学
的环节包括：教师课堂讲授，学生在线实践及教师、助教现场辅导，学生利用网
络课件和网络资源自学，学生课后作业和小组合作，教师、助教网络答疑和网
络讨论等。 作为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第一门课程，我们尤其注重实验教学内容
的改革和建设，强调学生真正动手编程训练。 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之外，
我们尤其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设计了多种有特色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包括在线实践、多层次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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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随堂小测验、上机练习与作业、课后作业 ４０％
期中考试（ 计算导论 ＋程序设计，笔试） ２０％
期终考试（ 程序设计，上机考试）

教材

１７

４０％

《 计算概论》 （ 第 ２ 版） ，作者：许卓群、李文新、罗英伟、汪小林，出版社：清华大
学出版社，出版日期：２００９，版次：２

参考资料

《 程序设计基础（ 第 ２ 版） 》 ，作者：吴文虎，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日
期：２００５，版次：２

课程中文名称

数据结构与算法 （ Ｂ）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Ｂ）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计算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１．从 ＡＤＴ 角度介绍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分析的基本方法。 使学生从数据
结构的逻辑结构、相应的一组基本运算、实现以及对实现的评价等方面去掌握
线性表、栈、队列、串、数组、树、图等常用的数据结构，并对算法的时间和空间
复杂性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２．介绍排序技术。 使学生掌握插入排序、选择排序、交换排序、基数排序、归并
排序等常用的排序算法，并讨论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开销。

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设计和分析方法，
提高程序设计的能力；针对简单的求解问题，选择合理的数据结构解决之。

课程英文简介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Ｃｏｖｅ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ｓｔ， ｂ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ｅ，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１． “ 数据结构与算法 Ｂ” 是理工学生重要的计算机基础课程。 其主要目的是
使学生正确理解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掌握各种基础数据结构与基本算法的
实现方式，比较不同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特点。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提高用应
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２． 本课程注重数据结构与算法基本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问题求解的角度指
导学生学习如何运用数据结构与算法知识来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将来利
用从事计算机应用开发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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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数据结构和算法简介（２ 学时）

数据结构定义（ 逻辑结构、存储结构、运算） ，抽象数据类型，算法及其算法度
量和评价（ 大 Ｏ 表示法及其运算规则） 。

２．线性表（２ 学时）

线性表（ 向量、链表）

３． 栈和队列（８ 学时）

栈和队列（ 顺序、链接） 、栈的应用。

４．字符串（４ 学时）

字符串抽象数据类型，存储表示和类定义，字符串的运算，字符串的模式匹配

５．二叉树 （８ 学时）

二叉树的概念及性质，二叉树的抽象数据类型，二叉树的周游，二叉树的存储
实现、二叉检索树、堆与优先队列、Ｈｕｆｆｍａｎ 编码树。

６． 树与森林（４ 学时）

树的概念，森林与二叉树的等价转换，树的抽象数据类型，树的周游，树的链式
存储，树的顺序存储。
期中考试（２ 学时）

７．图 （６ 学时）

图的基本概念，图的抽象数据类型，图的存储结构，图的周游（ 深度优先、搜索、
广度优先、拓扑排序） ，最短路径问题，最小支撑树（ Ｐｒｉｍ 算法、Ｋｒｕｓｋａｌ 算法） 。

８．内排序（６ 学时）

排序问题的基本概念，三种简单排序算法（ 插入排序、起泡排序、选择排序） ，
Ｓｈｅｌｌ 排序，快速排序，归并排序，堆排序，基数排序。

９．文件管理和外排序（２ 学时）

介绍外排序的特点，二路外排序、置换选择排序。

１０．检索（４ 学时）

检索的基本概念，介绍基于线性表的检索，基于集合的检索、散列方法。

教学方式

１１． 索引技术（２ 学时）
倒排索引，Ｂ ＋树等动态索引组织。

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拓展课堂讲授的相关知识，便于同
学自主学习、巩固课堂所学内容。 另外，组织 ３ 次独立的习题课（ ６ 小时） ，针
对学生作业中出现年的典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鉴于数据结构与算法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配合理论教学，将加强上机实
习的训练，通过合理、有效地设计上机题目，改进作业评核方式，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启发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理论并能创新应用，增强学生综合运用有关知识
的能力。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 书面作业、上机作业 ＋ 报告、课堂测试、考勤） ３０％，ＰＯＪ 在线测试 １０％，
期中 ３０％，期末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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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期末考试。 平时作业和上机作业由各班根据专业要求灵活掌握，教员协
调给出成绩。
注重综合能力的考评，平时表现突出、上机实践能力较强的可以得到奖励加
分。
教材

《 数据结构与算法》 ，作者：张铭、王腾蛟、赵海燕，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ＩＳＢＮ 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２３９６１４，出版日期：２００８．６，版次：１，备注：Ｃ ＋＋版本
《 算法 与 数 据 结 构 》 ， 作 者： 张 乃 孝， 出 版 社：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ＩＳＢＮ 号：

９７８７０４０１１２２１４，出版日期：２００２．８，版次：１，备注：Ｃ 语言版
参考资料

《 数据结构与算法实验教程》 ，作者：张铭、赵海燕、王腾蛟、宋国杰，出版社：高
等教育出版社，ＩＳＢＮ 号：９７８７０４０３０２１４１，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１，版次：１

《 数据结构与算法———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 ，作者：赵海燕、王腾蛟，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ＩＳＢＮ 号：９７８０４０１７８２９６，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１０，版次：１

课程中文名称

概率统计 （ Ｂ）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Ｂ）

开课单位

数学科学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课程中文简介

１．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随机试验， 样本空间， 频率与概率， 古典概型， 条件概率， 独立性

２．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随机变量， 离散型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连续性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３．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二维随机变量， 边缘分布， 条件分布， 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两个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４．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数学期望， 方差， 协方差及相关系数， 矩、协方差矩阵

５． 大数定律及中心极限定理
６． 样本及抽样分布

随机样本， 抽样分布

７． 参数估计

点估计，基于截尾样本的最大似然估计，估计量的评选标准，区间估计
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间估计，（０ － １） 分布参数的区间估计
单侧置信区间

８． 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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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 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 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置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关系，样本容量的选取，分布拟合检验，秩和检验

９． 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一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掌握概率统计的基本知识，能利用条件概率、全概公式和逆概公式计算随
机事件的概率，学习常用的随机变量分布及其数字特征和随机向量的基本概
念。 了解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计算。

２． 掌握统计估值和假设检验的基本方法，能应用单变量的统计推断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 了解估计量的评选标准。 学习样本容量的选取方法。 了解分布拟
合检验及秩和检验。

３． 学习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掌握单因素和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方法及
其应用。 掌握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及其应用。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随机试验， 样本空间， 频率与概率， 古典概型， 条件概率， 独立性

２．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随机变量， 离散型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连续性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度， 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３．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二维随机变量， 边缘分布， 条件分布， 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
两个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４．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数学期望， 方差， 协方差及相关系数， 矩、协方差矩阵

５． 大数定律及中心极限定理
６． 样本及抽样分布

随机样本， 抽样分布

７． 参数估计

点估计，基于截尾样本的最大似然估计，估计量的评选标准，区间估计
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间估计，（０ － １） 分布参数的区间估计
单侧置信区间

８． 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 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验， 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验
置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关系，样本容量的选取，分布拟合检验，秩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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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一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教学方式

课堂授课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平时作业成绩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中文名称

Ｃ ＋＋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Ｃ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建议有一门程序设计基础，包括但不限于：Ｃ、Ｂａｓｉｃ、Ｐａｓｃａｌ、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Ｊａｖａ 等。

课程中文简介

Ｃ ＋＋是一门具有现代编程思想（ ＯＯＰ） 的重要计算机语言，有利于深入了解计
算机器，编写快速高效的计算机软件。

本课的主要目的：
主要介绍 Ｃ ＋＋语言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的基本概念。 它是一门语言编
程课程，学习过程中可通过大量的程序实例和相关练习逐步掌握，主要培养学
生掌握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要素，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逐步掌握 Ｃ ＋＋的面向对象的功能，从而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为后续的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程序设计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Ｃ ＋＋ ｉｓ ａ ｌｏｗ －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Ｍａｙｂ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Ｃ ＋ ＋ ａｌｌｏｗｓ ｙｏｕ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ｅｅｄ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ｖｅｒ ｈｏｗ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ｓ ｕｓｅｄ． Ｐｏｉ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ｎｏｔ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ｆ ｙｏｕ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Ｃ ＋＋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ｙ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 ＋ ＋ ｉｓ ｍｕｃｈ ｆａｓｔ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Ｃ ＋ ＋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ｃｏｄｅｓ．
Ｃ ＋＋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ｙ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Ｏ ｃｏ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 ＋ ＋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ｍ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ｍａｙ，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ｅ ｏｒ
ｎｏ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ｔ ａｌｌ．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２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Ｃ ＋＋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ｙｏｕ．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ｏｎｅ ｉｎ Ｃ ａｎｄ Ｃ ＋ ＋．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ｓ ｉ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 ／ Ｃ ＋＋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 ｐｏｉｎｔｅ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ｓ，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ｏ．

Ｗｈｅ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 ＋＋ ｉｓ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Ｃ ＋
＋． Ｃ ＋＋ ｉｓ ａ ｐｒｅｔｔｙ ｎｉ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ｉｋｅ Ｃ，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ｉｋｅ Ｐｙｔｈｏｎ．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 ＋＋
ＳＴ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ａ ｖｅｃｔｏｒ ｔｙｐ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ｅｒｓ， ｃｈａｒｓ ｏｒ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Ｃ ａｌｏｎｅ， ｙｏｕ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ｖｅｎ ｈａｎｄ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Ｃ ＋＋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ｓ ｙｏｕ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ｚｅ ｙｏｕ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ｂｕｇ ｙｏｕｒ ｃｏ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ｉｆ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ｙｏｕ ｍａ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Ｃ ＋＋．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深入理解面向对象；

２． 深入理解函数重载、运算符重载；
３． 深入理解 ＳＴＬ；
４． 深入理解 Ｃ ＋＋程序设计思想；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预备知识
２．类与对象

３．数组、指针与字符串
４．函数重载

５．继承与派生
６．多态

７．群体类与群体数据的组织
８．异常处理
９．文件处理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０．ＳＴＬ

课堂教学为主，课后有不少编程练习。
期末笔试：４０％ ～ ５０％；
平时作业：２０％ ～ ３０％；

期末大作业：２０％ ～ ３０％；

可能根据学期学生学期情况，适当调整，可能增加半期考试。
教材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２３

参考资料

《 Ｃ ＋＋程序设计》 ，作者：Ｄａｎｉｅｌ Ｌｉａｎｇ，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课程中文名称

学年论文

课程英文名称

Ｙｅａｒ －ｅｎｄ Ｐａｐｅｒ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三年级本科生必须完成的论文。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ｕｓｔ ｆｉｎｉｓｈ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中文系本科生于三年级第一学期期末开始准备，找好指导老师。 三年级第二

应学时分配

学期开学提交论文题目及提纲，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写作，于期末王城的一篇
大论文。

教学方式

论文

学生成绩评定

百分制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是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 以中国文论经典名篇为讲授
对象，讲授中国文论的源流正变、“ 斯文” 传统、理论特性及当代价值，梳理中
国文论发展脉络、概念范畴，总结中国文论宝贵经验，以提高学习者的文学理
论水平和鉴赏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 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ｅａ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２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ｔｈｅｏｒｙ’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ｓ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ｓ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一、带领学生细读中国文论经典名篇，掌握阅读方法，知人论世；
二、学习中国文论的言说传统和观念范畴，守正创新，使学生在“ 古今新旧” 和
时势上有一己判断，不守旧，也不趋新，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珍爱中国文论精
髓并有所创造的中文青年。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分七讲。 “ 原学” 、“ 文与文论” 、“ 先秦诸子学术与政治” 、“ 两汉文举要及
文体” 、“ 《 毛诗大序》 与循吏传统” 、“ 中古文论” 、“ 古文要义” 、“ 清儒学术与文
论” 等七讲。 每讲分占六至七学时。

教学方式

讲堂讲授为主。 每两周一次两个学时的答疑。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 平时成绩占 ３０％ ～ ４０％；期末成绩占 ６０％ ～ ７０％。 测试学生的知识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与能力。

《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作者：黄霖。

《文学研究法》 ，作者：姚永朴；《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作者：刘师培；《 中国历
代文论选》 （ 四册，作者：郭绍虞主编） ；《 文心雕龙注》 ，作者：范文澜。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文学理论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主要讲述从古希腊到 ２０ 世纪晚期欧美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并在梳理逻辑脉
络的基础上，对重要的理论家和理论流派予以介绍、阐释，使同学了解和掌握
有关西方文学理论演变的基本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使同学了解和掌握有关西方文学理论演变的基本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
素养和分析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主要讲述从古希腊到 ２０ 世纪晚期欧美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并在梳理逻
辑脉络的基础上，对重要的理论家和理论流派予以介绍、阐释。

中国语言文学系
教学方式

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作业。

２５

办法
教材

《 西方文学理论》 ，作者：曾繁仁。

参考资料

《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作者：拉曼·塞尔登。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文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老师的讲授，使学生了解从古希腊
到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基本历程，对西方文学原著获得直观的认识。 学生
将阅读包括荷马史诗、《 俄狄浦斯王》 、《 忏悔录》 、《 李尔王》 、《 堂吉诃德》 、《 包
法利夫人》 等作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ｒｉｃ ｅｐｉｃｓ， Ｏｅｄｉｐｕｓ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ｂｙ 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Ｋｉｎｇ Ｌｅａｒ ｂｙ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ｂｙ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ｄａｍｅ Ｂｏｖａｒｙ ｂｙ Ｆｌａｕｂｅｒｔ．
教学基本目的

提高学生对西方文学的理解和欣赏水平。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老师的讲授，使学生了解从古希腊

应学时分配

到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基本历程，对西方文学原著获得直观的认识。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和其中作业相结合。

办法
教材

《 外国文学史》 ，作者：聂珍钊。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汉语方言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ｏｌｏｇｙ

２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音韵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通过系统讲授汉语方言学知识，帮助学生将汉语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基
础知识融会贯通于方言现象的分析处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培养观
察、捕捉、分析、处理方言现象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１．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ｏｌｏｇｙ．２．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３．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ＰＡ．４．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ｎｖｅｒ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掌握汉语方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了解汉语方言的基本状况；熟练掌握
用国际音标记音的技能；学会汉语方言调查的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分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两个环节。 课堂讲授部份介绍汉语言及研究简

应学时分配

况，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和调查方法，以及调查工作要点。 练习部分包
括国际音标听音记音的系统训练（ 分小班进行） 和方言声韵调的记录整理。 课
堂教学每周四学时。 田野实习中，师生赴方言区某地进行方言调查，用调查表
格全面记录某一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材料，随即整理，最后编写方言调查报
告，作为课程的考试成绩。 每天上下午晚上均进行工作，为期四周。 通过本
课，学生将基本解决运用国际音标记音的问题，初步掌握方言调查的方法。

教学方式

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２ 次作业） ：４０％；期末考试（ 闭卷） ：６０％。

办法
教材

《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 ，作者：李小凡，项梦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现代汉语（ 下）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在一年级“ 现代汉语” 课的基础上，分专题有重点地讲授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并要求学生做一定的练习，以使学生能具体了解当前在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能从中学到并掌握研
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方法，特别是句法分析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２７

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ｍｐｔ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了解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怎么观察问题，怎么发现问题，怎么分析问
题，怎么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具体了解和感受研究、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的理
论、方法、角度和具体策略。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共分为“ 层次分析” ，“ 变换分析” ，“ 语义特征分析” ，“ 语义指向分析” ，“ 词语
间意义制约关系分析” ，“ 轻动词理论分析” ，“ 功能、认知语法分析分析” ，“ 比
较分析分析” 等十个单元，外加一个带有复习先修课程主要语法内容的“ 绪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论” 。

讲授，堂上讨论，课外练习。
平时练习，３０ ％；期末撰写一篇论文，６０ ％；期末写一个上该课后的心得、体
会、意见、建议，１０ ％。

《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 第三版） ，作者：陆俭明。

参考资料

《 语法讲义》 ，作者：朱德熙。

课程中文名称

汉语语音学基础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现代汉语（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为例，讲授普通语音学的基础知识。 主要包括
（１） 现代语音学基础知识；（２） 普通话声、韵、调系统的分析；（３） 普通话韵律特
征简析；（４） 《 汉语拼音方案》 与北京音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１）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ｆｉ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４） “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 Ｈａｎｙｕ Ｐｉｎｙｉｎ Ｆａｎｇ’ ａｎ） ”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教学基本目的

掌握现代语音学的基础知识，加深对普通话语音系统的理解。

２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主要内容包括（１） 现代语音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约 ６ 学时；（ ２） 普

通话声、韵、调系统的分析，约 ２０ 学时；（３） 普通话韵律特征简析，约 ４ 学时；
（４） 《 汉语拼音方案》 与北京音系，约 ４ 学时。
讲授、练习。

期中考试 ４０％，期末考试 ６０％，均为开卷考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名称：《 普通语音学纲要（ 修订本） 》 ，作者：罗常培、王均

课程中文名称

实验语音学基础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在现代汉语和方言等课程的基础上讲授实验语音学知识。 教学内容包
括：语音的有声性质、语音产生和感知的声学语音学基础；元音、辅音、音节、轻
重音、声调等的有声形式和区别性质；语音的实验研究方法；语音分析和合成
的仪器。 本课程还安排语音分析的实验操作教学。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ｖｏｗｅｌｓ，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ｎｅｓ ｅｔｃ．；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传统语音学的学科范畴是很明确的。 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利用国
际音标通过听音记音来完成语言学田野调查的语音记录，因此称为“ 口耳之
学” ，在完成记音后，其他工作就交给音位学（ ｐｈｏｎｅｍｉｃｓ） 。 可以看出，传统语

音学的学科范畴比较窄，内容也有限，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技能。
然而语音学发展到现代语音学阶段，其学科范畴已经变得十分宽广，同许多其
他学科形成了交叉，研究的内容也和其他许多学科重叠，因此就有了声学语音
学、生理语音学、心理语音学、病理语音学、司法语音学、神经语音学、工程语音
学、方言语音学、声乐语音学等。 语音学原本的学科范畴是研究语音的语言学
意义，即语音中具有区别意义的语音性质。 以此为标准，现代语音学的学科范
畴。 声学语音学和言语声学不同。 言语声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声学性质，包括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２９

语音信号的处理方法，而声学语音学只研究语音在某种语言中有区别意义的
声学特性。 生理语音学研究语音中具有区别意义的生理机制，而言语生理学
主要关注言语产生的生理机制。 如，声带能否正常振动是言语生理学的主要
内容，而声带振动的差别到什么时候形成具有不同语言学意义的两种发声类
型是生理语音学研究的内容。 心理语音学和心理物理学有很大不同。 心理语
音学主要关注音位的感知范畴，无论是采用行为学方法还是采用脑科学的方
法，如声调的感知范畴。 心理物理学则主要关注人们对语音的普遍反应规律，
如听觉域和音高等。 再举一个语音工程的例子。 在语音合成中，目前言语工
程不太关注言语产生的原理，更注重统计模型，因此和语音学的关系越来越
小。 但早期的参数合成，则广泛使用了语音学的知识。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将
语音学的学科范畴定义在研究语音的语言学意义上比较合理和明确。 但这并
不排除其他学科也研究语音的语言学意义。 因此语音学还是定义在语言学的
范畴内，和语言学一样，语音学研究的对象都具有民族性。 实验语音学是语音
学发展过程中某一个时期的称呼，这主要是因为语音学在大量采用了实验手
段和方法后，人们需要单独花费很大精力来学习这些方法，所以称为“ 实验语
音学” 。 但随着语音学的发展，几乎任何语音学研究都需要进行实验，所以逐
步将“ 实验” 二字去掉。 现在通常将语音学中以实验方法为主的专著和教材
称为“ 实验语音学” 。 这本教材主要是为本科生学习语音学的基本实验方法
和基础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课程。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采用讲授和实验相结合的教授方式，最终使学生对这门学科有一个基本
的了解，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包括共 １６ 部分，包括 １２ 个基本章
节，４ 个实践课，每部分 ３ 学时。 内容主要由文字、图片、声音和录像等素材组
成具体内容和安排见下。

第一部分：课程背景介绍，包括：第一章：语音学与实验语音学。
第二部分：基础知识，包括：第二章：语音生理基础；第三章：语音学和音位学；
第四章：语音声学基础。
第三部分：实验语音学基础知识，包括：第五章：基频、音高和声调；第六章：调
音、共振峰和元音；第七章：噪声、浊音和辅音。
第四部分：实验。
教学方式

在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将复杂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传统语音学有效
地融合在一起，用浅显的语言讲解清楚科学的概念。 例如，傅里叶变换是语音
信号处理中最重要的概念，由于文科背景的学生数学学习的较少，如果采用理
科的方法教学会有很大困难。 为此本课程主要讲解傅里叶变换的物理意义，
在讲解中只用加减乘除形象地解释傅里叶变换的原理，方法上主要利用小程
序先讲正弦波的叠加，而傅里叶变换主要形象地解释正交的概念。 用图像和
形象的语言解释语音信号的时域和频域的性质。 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语音的发
音机制和语音的范畴感知。 在形式上将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方法用于
课堂的讲学。 本课程拍摄了大量声带振动的视频、磁共振声道和呼吸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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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和视频，购买了生理教学模型和编写了大量演示程序用于教学。 同时也
简单介绍语言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提高学生
的研究能力和对不同语言声学特性、生理特性和文化特性的认识。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课堂讲授上照顾接受能力慢一些学生，在实验研究报告
的选题和研究上，鼓励能力强的学生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另外，作为一个教学
多年的老教师，我深深理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 根
据具体情况，采用学生可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实验和写作，最终完
成实验报告。 鼓励有兴趣在这个方向发展的学生写出可发表的研究论文。
我们实验室坚持每周开例会以巩固课堂学到的知识，基本形式是选一本和专
业课程有关的参考书进行阅读，每个学生讲一个章节，增进了老师和学生的交
流，也锻炼了学生思维和表达能力。 选课的同学和非实验室成员都可以自愿
参加。

本课程主要分讲授和实验两个部分，课堂讲授 １２ 周，实验 ４ 周，最终考试为一
篇实验报告或研究论文。
学生成绩评定

实验语音学基础课程的考试方式为实验报告或研究论文，需要利用实验语音

办法

学的方法对汉语方言或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单音节声调和双音节声调进行声
学分析和研究。 也可以选汉语方言和中国民族语言中其他的语音学现象进行
声学和感知研究。 留学生可选自己熟悉的语言进行研究。 所选的题目必须是
没有发表过的汉语方言或中国民族语言中的语音现象。 课程要求同学的研究
论文按照可发表的标准撰写。 期中，每位同学将报告一次声学分析的进展和
初步结果。 研究论文字数在一万左右。 每个学年，研究内容可能会有所变化，

教材
参考资料

考试方式基本不变。 具体可参考当年的“ 考试方式” 。
《 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 ，作者：孔江平。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作者：Ｐｅｔｅｒ 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语言学论丛》 ，作者：北京大学中
文系《 语言学论丛》 编委会编；《 言语链 －说和听的科学》 ，作者：Ｐ．Ｂ． 邓斯，Ｅ．Ｎ．
平森。

课程中文名称

理论语言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音韵学，语言学基础，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是训练学生从具体的语言材料中提取理论的能力和树立语言学作为一门
科学的基本观念。 通过系统介绍语言学理论与材料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科学操
作程序，并以汉语中的语言学问题为操作对象，结合讲授、讨论、习题等各种方
式来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并促使学生从学习型向研究型转变。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课程英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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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并促使学生从学习型向研究型转变。

内容提要及相

这是为汉语专业学生学完其他的语言学课程之后而开设的一门理论性课程，

应学时分配

重点讲授语言与言语、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演变等
方面的问题，以期使学生在各个分科性课程的学习基础上对语言的性质，结构
等有一个概括性，总结性的认识。 “ 语言的结构” 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分语
音、语法、语义三方面讲授它们的结构原则，研究的进展脉络以及在汉语研究
中碰到的问题。

教学方式

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表现 １５％ （ 发言、提问、讨论） ；课堂作业 ３５％ （ 两次作业：习题 １５％ ＋ 小

办法
教材

论文 ２０％） ；期末考试 ５０％。

《２０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 ，作者：陈保亚。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字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主要讲授的内容有：汉字的性质、汉字的形成过程、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
基本类型的划分、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全课介绍五百个左右常用汉
字的初文和本义，以及它们在使用中的种种情况。 此外，对于汉字研究的历史
也作简单的说明。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ｂａｉｓｃ ｔｙｐｅｓ，
ｆｏｒｍ －ｐｒｏｎｏｕ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Ｗｅ｀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５０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ｖｌ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掌握基本系统的古文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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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汉字的性质、汉字的形成过程、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汉字形

应学时分配

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等。 全课介绍数百个常用汉字的初文和本义，以及它们在
使用中的种种情况。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 文字学概要》 ，作者：裘锡圭。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训诂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是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之一。 本课讲授的内容主要有：训诂
的产生与发展、训诂的内容、训诂的方法、如何阅读古注、古籍整理中与训诂有
关的内容等。 通过本课的学习，力求使学生初步掌握阅读古籍并进而整理和
研究古籍的基本理论与技能。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ｓ；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ｅｔｃ．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ｎ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力求使学生初步掌握阅读古籍并进而整理和研究古籍的基本理论与技能。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讲授的内容主要有：训诂的产生与发展、训诂的内容、训诂的方法、如何阅

应学时分配

读古注、古籍整理中与训诂有关的内容等。

教学方式

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训诂学》 ，作者：洪诚。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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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汉语音韵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课程中文简介

讲授音韵学的基本概念，介绍《 广韵》 声母、韵母及声调系统，并与现代汉语对
比；简单介绍上古音的有关知识和《 广韵》 以后的韵书。 通过讲授，使学生对
汉语音韵学和《 广韵》 音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进一步学习汉语语音史和独
立解决古书中的音韵问题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ｖｏｗ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 Ｙｕ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ｒｅ，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ｈｙｍ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Ｇｕａｎｇ Ｙｕ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ｅ ｔｅｎ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ｕａｎｇ Ｙｕ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教学基本目的

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古音概念和核心知识，熟悉《 广韵》 音系，初
步了解古今音对应关系，为下一步学习汉语史、训诂学和方言学等课程作好准
备，也为以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做准备。

内容提要及相

具体以老师安排为准。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加大量课余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占 ７０％，平时练习（ 含讨论） 占 ３０％。

办法
教材

《 音韵学教程》 （ 第三版） ，作者：唐作藩。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版本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ｄｉ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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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中国古代汉籍版本的历史，基本知识及鉴别整理方法，并简介版本
目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掌握有关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知识，增加对线装书的感性认识，同时学习
版本鉴定与考订的基本方法，为将来从事古籍整理打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以老师具体安排为准。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讲授、实习。

学生成绩评定

实习及两次作业占 ４０ 分，期末笔试占 ６０ 分。

办法
教材

《 古书版本学概论》 ，作者：李致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目录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古籍目录的基础内容和知识：“ 目录” 含义的发展演变，
古籍目录的分类沿革，古籍目录的编制情况，古籍目录的种类和特点，古籍目
录的功能和作用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 ＭｕＬｕ ” ， ｔｈｅ ｄｅｖｏ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中国古籍目录的基本内容和知识，并利用所学知识为古籍整理与
研究实践服务。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古籍目录的基础内容和知识，“ 目录” 含义的发展演变；

应学时分配

古籍目录的分类沿革；古籍目录的编制情况；古籍目录的种类和特点；古籍目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录的功能和作用等。 其中课堂讲授 ２８ 学时，实习 ４ 学时。
课堂讲授与实习相结合。

闭卷考试占 ７０ 分，实习作业与平时表现占 ３０ 分。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３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中国目录学史》 ，作者：姚明达；《 目录学发微》 ，作者：余嘉锡；《 古典目录学》 ，
作者：来新夏。

课程中文名称

校勘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中国古代汉籍校勘的历史，基本知识，理论与方法，兼及校勘与辑
佚、补遗的关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在了解和掌握这门学科的同时，也获得对古书流传演变的基本认识。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讲授校勘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包括相关概念、校勘的历史、校勘

应学时分配

考证的特点与方法、校勘通例、校勘成果的体现，以及校勘与古书辑佚、辨伪关
系。

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上，结合校勘学实践性强的特点，配合课程讲授，加入一定的校勘实
践，以加深理解。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

办法
教材

《 校勘学大纲》 ，作者：倪其心。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古文献学史（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Ⅰ）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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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讲述从先秦到宋辽金时期的古文献学的发展状况，介绍各个时期重要的古文
献学家的学术特点及成就，并总结古文献学发展历史中的经验和方法。 使学
生了解古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提高学生阅读、利用、整理和研究古文献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ｐｒｅ － Ｑ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Ｓｏｎｇ － Ｌｉａｏ － Ｊ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ｃｈｉ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ｍｏｓ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ｃｈ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ｌｌ ｔａ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古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提高学生阅读、利用、整理和研究古文献的
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讲述从先秦到宋辽金时期的古文献学的发展状况，介绍各个时期重要的古文

应学时分配

献学家的学术特点及成就，并总结古文献学发展历史中的经验和方法。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含课堂答问、作业及小论文 ４０％） ；期末考试（６０％） 。

办法
教材

《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 ，作者：孙钦善。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古文献学史（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Ⅱ）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文献学史（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接续《 中国古文献学史》 （ 上） ，讲述元、明、清及近代的古文献学的发展状
况，介绍各个时期重要的古文献学家的学术特点及成就，并总结古文献学发展
历史中的经验和方法。 使学生了解古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提高学生阅读、利
用、整理和研究古文献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Ｙｕａ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ｃｈｉ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ｍｏｓ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ｃｈ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ｌｌ ｔａｕ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古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提高学生阅读、利用、整理和研究古文献的
能力。

中国语言文学系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３７

本课接续《 中国古文献学史》 （ 上） ，讲述元、明、清及近代的古文献学的发展状
况，介绍各个时期重要的古文献学家的学术特点及成就，并总结古文献学发展
历史中的经验和方法。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含课堂答问、作业及小论文 ４０％） ；期末考试（６０％） 。

办法
教材

《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 ，作者：孙钦善。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线性代数 （ Ｃ）

课程英文名称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ｌｇｅｂｒａ （ Ｃ）

开课单位

数学科学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对大学本科学生的先修课程无要求

课程中文简介

非数学类、非物理类学生学习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

课程英文简介

教学基本目的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ｌｇｅｂ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ｌｉｋｅ 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ｉｋ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１．使学生掌握线性代数的初步知识，掌握线性代数主要计算问题的计算方法；
２．对学生进行适度的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

内容提要及相

一、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方法（４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矩阵消元法，解的情况及判别准则，齐次线性方程组。
二、ｎ 维向量空间、矩阵及线性方程组的基本理论（８ 学时）

ｎ 维向量空间，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极大线性无关部分组和秩，矩
阵的秩，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线性方程组的一般理论，解的结构以及
一般解的表达式。
三、行列式的概念，数值行列式的计算方法（６ 学时）
行列式的定义，行列式的基本性质，低阶数字行列式的计算，代数余子式，行列
式按任意行（ 列） 的展开公式，克莱姆法则。
四、矩阵代数（６ 学时）
矩阵的计算，初等矩阵，矩阵乘积与秩的关系，逆矩阵。
五、抽象线性空间及线性变换的初等理论（１２ 学时）
线性空间的定义和例，线性空间的基和维数，向量的坐标，基变换和坐标变换，
子空间的定义及例，向量组生成的子空间，子空间的交与和的概念，维数公式
（ 可不作证明） ，线性变换的定义及例，线性变换的矩阵，矩阵的相似，特征值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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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征向量，线性变换（ 矩阵） 可对角化的条件。
六、二次型（４ 学时）
二次型的定义及例，二次型可用可逆线性变数替换化为标准形，实二次型的规
范形，正定二次型与正定矩阵。
七、欧几里得空间的基础知识（６ 学时）
欧氏空间的定义及例，向量的长度与角度，标准正交基，Ｓｃｈｍｉｄｔ 正交化方法，
正交矩阵的概念， 正交变换， 对称变换， 对称变换的 矩 阵 可 对 角 化 （ 不 作 证
明） ，用正交矩阵化对称矩阵（ 实二次型） 成对角矩阵的计算方法。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讲授，每周授课 ３ 学时。

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考试 ３０％；期末考试 ６０％。

教材

《 线性代数引论》 ，作者：蓝以中，赵春来；《 简明线性代数》 ，作者：丘维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数据库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数据结构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关于数据库技术的基础课程，全面介绍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
和方法，并随时概述数据库技术的新进展，为进一步学习数据库其他高级课程
奠定基础。
本课程强调“ 学以致用，水中习水” 的教学原则。 鉴于数据库技术的实用
性，本课程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掌握实用的数据库系统
应用开发技能。
针对实践环节的每个知识点，本课程都设计了大量实用而新颖的实习题
目，并配有丰富的案例供学生参照学习。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ｒｅｒｅｑ：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ｓ： 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Ｃｏｖｅｒ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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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Ｑ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教学基本目的

深入理解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掌握关系数据模型及关系数据
语言，能熟练应用 ＳＱＬ 语言表达各种数据操作；掌握实体 － 联系模型的概念和
方法，关系数据库规范化理论和数据库设计方法，掌握数据库应用接口技术和
数据库调优技术，初步具备进行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的能力；对数据库领域研
究的深入课题有大致了解，激发在此领域中继续学习和研究的愿望，为学习数
据库系统高级课程做准备。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引言

３ 学时

数据管理技术的发展阶段

数据模型；数据模式；数据库系统结构
２ 实体 －联系模型 ４ 学时

ＥＲ 模型基本概念；Ｅ －Ｒ 模型的扩展特性；Ｅ －Ｒ 模型向关系模型的转换

３

关系模型

４

ＳＱＬ 语言

４ 学时

关系模型定义；关系代数；关系演算
８ 学时

ＳＱＬ 数据定义功能；ＳＱＬ 数据操纵功能；视图；断言、触发器、存储过程；数据库
安全性

５

数据库应用接口技术

６

关系数据理论

２ 学时

嵌入式 ＳＱＬ；ＯＤＢＣ，ＪＤＢＣ，ＡＤＯ，ＰＨＰ，ＣｏｌｄＦｕｓｉｏｎ
６ 学时

关系数据库设计中的问题；函数依赖概念及其推理规则；多值依赖概念及其推
理规则；范式概念，模式分解概念及相关算法

７

事务

４ 学时

事务概念及其 ＡＣＩＤ 性质，事务模型；事务调度的概念，事务调度中的不一致
问题；ＳＱＬ 中的事务隔离性级别定义；事务的冲突可串行化及视图可串行化判
定

８

事务管理

９

ＸＭＬ

５ 学时

并发控制；故障恢复
２ 学时

ＸＭＬ 基本概念，ＤＴＤ，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ＸＭＬ 查询与存储，ＸＰＡＴＨ；ＸＭＬ 与关系的
相互转换

１０

数据库性能调优

６ 学时

数据库性能调优框架；数据库性能基准测试；ＳＱＬ 调优，事务调优，应用接口调
优，ＲＡＩＤ； 数据库物理设计

１１

面向对象数据库和对象 －关系数据库

１２

分布式数据库

２ 学时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基本概念，对象持久性，ＯＱＬ；对象 －关系数据库
４ 学时

４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基本特征、目标；分布式数据存储；分布式查询
处理的策略；分布式事务模型；数据复制的不同途径

１３

数据库新技术

４ 学时

新型数据模型：序列和图数据模型，数据流；新型数据库应用领域：数据仓库和
ＯＬＡＰ、数据挖掘、空间和地理数据库、移动数据库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上机实习。

学生成绩评定

总成绩（１００ 分） ＝ 章节作业（１５ 分） ＋ 实习作业（３５ 分） ＋ 期末考试（５０ 分） 章

办法

节作业：个人完成，是对每章基本内容的熟悉、练习 实习作业：小组完成，上机
完成

教材

《 数据库系统概念》 ， 作 者：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Ｓｉｌｂｅｒｓｃｈａｔｚ； 《 数 据 库 系 统 基 础》 ， 作 者：
Ｒａｍｅｚ Ｅｌｍａｓｒ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计算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自然语言是我们平时每天交流所使用的语言，比如英语，汉语等等。 不同于编
程语言，自然语言更难进行分析和处理。 同时，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正在
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如智能问答，机器翻译等等。

《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是一门面向本科生开设的任选课程。 本课程属文

理交叉性质，由北大计算机系和中文系联合开设，两方教师联合讲授。 重视自
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思想、概念和常见算法的讲解，鼓励学生深入思考，在讨论、
比较中获得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在程序设计课程的基础上，本门课程旨在向
同学们介绍：自然语言处理的概率统计基础，自然语言处理的语言学基础以及
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应用知识。 同时，希望就一些热点课题，比如，机器翻译
以及深度学习等进行入门介绍。 本门课程除了对理论的介绍，还安排了实践
任务。 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提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ｂｏｏｋ ａｂｏｕ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ｅ ｍｅａｎ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ｎｄｉ， ｏｒ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ｙ ｐａｓ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ｐｉｎ ｄｏｗｎ ｗｉｔｈ

中国语言文学系

４１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ｒｕｌ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ＬＰ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ｈ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ｓ ｔｏ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 ｔｅｘｔ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ｔｏｒ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ＮＬＰ．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ｓｅ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ｗｏｒｋ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ｒ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ｒ ａｓ 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ｒ 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属文理交叉性质，由北大计算机系和中文系联合开设，两方教师联合讲
授。 重视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思想、概念和常见算法的讲解，鼓励学生深入思
考，在讨论、比较中获得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ＮＬＰ 的语言学基础

语言学知识（ Ⅰ） ———理论分析：构词、词类、句法、语义
语言学知识（ Ⅱ） ———实例分析：语料库与知识库

１．１：构词法与文本自动分词？ １．２：词类与词性标注；１．３：句法规则与结构分
析；１．４：语义分析；１．５：语料库与知识库

２：ＮＬＰ 的概率统计基础

２．１：ＮＬＰ 的总体介绍；２．２：概率论 ／ 信息论基础；２．３：Ｎｇｒａｍ 统计语言模型；２．４：
统计机器学习基础

３：ＮＬＰ 的方法和具体应用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３．１：序列标注问题；３．２：句法分析；３．３：机器翻译概论
以课堂讲解为主表演理论与实践

期中作业（ 以考核编程实现系统为主） ＋ 期末考试（ 以考核基础理论为主） ，各
占 ５０％比重。 最后一堂课进行期末考试。 恪守公平原则。
暂无

《 自然语言处理综论》 ，作者： Ｊｕｒａｆｓｋｙ， 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Ｈ． （ 冯志伟等译） ；
《 统计自然语言处理》 ， 作者： 宗成庆； 《 统 计 学 习 方 法》 ， 作 者： 李 航；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

４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语言工程与中文信息处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计算语言学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要求学生了解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算法和技
术，熟悉一些常见的中文信息处理应用的实现方法；二是初步具备编写中文信
息处理应用程序的技能，能够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语言研究。 本课程侧重技
术实践而非理论探讨。 学生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 Ｃ ＋＋ 程序设计的基本
知识；了解 Ｖｉｓｕａｌ Ｃ ＋＋的基本知识；掌握使用 Ｖｉｓｕａｌ Ｃ ＋＋ 来实现中文信息处理
模型系统的常用技术。 本课程一半的课时为教师授课，内容主要包括：文件处
理、汉字编码、字符串处理、字频统计、词典管理系统、中文分词、中文词性标
注、语料库检索、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ＬＰ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ａｉｄ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Ｃ ＋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Ｖｉｓｕａｌ Ｃ ＋ ＋，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Ｖｉｓｕａｌ Ｃ ＋＋．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ｓｔｒｉｎｇ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 － ｏｆ －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ａｇｇｉｎｇ， ｃｏｒｐｕｓ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ａｒ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要求学生了解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算法和技
术，熟悉一些常见的中文信息处理应用的实现方法；二是初步具备编写中文信
息处理应用程序的技能，能够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语言研究。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侧重技术实践而非理论探讨。 学生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 Ｃ ＋＋ 程
序设计的基本知识；了解 Ｖｉｓｕａｌ Ｃ ＋＋的基本知识；掌握使用 Ｖｉｓｕａｌ Ｃ ＋＋ 来实现
中文信息处理模型系统的常用技术。 本课程一半的课时为教师授课，内容主
要包括：文件处理、汉字编码、字符串处理、字频统计、词典管理系统、中文分
词、中文词性标注、语料库检索、中文句法结构自动分析、机器翻译等。 另一半
课时为教师辅导学生上机操作练习。

教学方式

讲授、上机。

中国语言文学系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４３

三次上机作业 （６０％） ＋ 期末报告 （４０％） 。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现代汉语自动分析———Ｖｉｓｕａｌ Ｃ ＋＋实现》 ，作者：陈小荷。

课程中文名称

阅读与写作（ 初级）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ｅｖｅｌ）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课程中文简介

强化留学生的写作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在应用文写作与专业领域研究写作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内容提要及相

通过汉语精读、泛读、诗文阅读与鉴赏、朗诵等形式，使学生掌握汉语独特的韵

应学时分配

律美与阅读技巧，养成阅读与欣赏的良好习惯；在实用阅读方面，要求学生达
到顺利阅读中文报刊、小说、戏曲、公文以及专业书籍的能力。 在写作方面，从
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汉字的书写、语法结构、词语运用、多种句型表达、段落
及篇章结构的学习等入手，培养学生扎实的写作基础与技巧，由浅入深、由简
单到复杂，使学生在应用文写作与专业领域研究写作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教学方式

讲授、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作业、考勤）４０％，期末考试（ 闭卷）６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新编大学实用写作训练》 ， 作者： 江少川， 张泽萱； 《 中 文 学 科 论 文 写 作 训
练》 ，作者：温儒敏。

课程中文名称

阅读与写作（ 高级）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ｖｅｌ）

开课单位

中国语言文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进一步强化训练留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的能力。

４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在应用文写作与专业领域研究写作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注重阅读与写作的有机结合，以培养学生基本阅读与写作技能。 通过汉

应学时分配

语精读、泛读、诗文阅读与鉴赏、朗诵等形式，使学生掌握汉语独特的韵律美与
阅读技巧，养成阅读与欣赏的良好习惯；在实用阅读方面，要求学生达到顺利
阅读中文报刊、小说、戏曲、公文以及专业书籍的能力。 在写作方面，从标点符
号的使用、规范汉字的书写、语法结构、词语运用、多种句型表达、段落及篇章
结构的学习等入手，培养学生扎实的写作基础与技巧，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
杂，使学生在应用文写作与专业领域研究写作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教学方式

讲授、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作业、考勤）４０％，期末考试（ 闭卷）６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历 史 学 系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史 （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Ｐａｒｔ 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学系本科生的“ 中国古代史” 专业基础课的第一部分，主要讲授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历史。 内容分四大部分：先秦部分、秦汉部分、魏晋
南北朝部分，制度史专题部分。 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了解这
段历史的基本史实，主要线索和重大问题，了解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等
方面的概况；学习此期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的学术论著、研究者和
最新学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 由此，为进一步学习中国古代后半段的历史，
以及各种断代史和专门史课程，为写作史学论文，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Ｘｉａ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 －Ｑｉｎ
ｐｅｒｉａｄ，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ｐｅｒｉａｄ， Ｗｅｉ， Ｊ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ｅｒｉａ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ａｄ， ｉ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ｕｓ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历史学系本科生的“ 中国古代史” 专业基础课的第一部分，主要讲授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历史。 内容分四大部分：先秦部分、秦汉部分、魏晋
南北朝部分，专题部分。 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了解这段历史
的基本史实，主要线索和重大问题，了解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等方面的
概况；学习此期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的学术论著、研究者和最新学
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 由此，为进一步学习中国古代后半段的历史，及各种
断代史和专门史课程，为写作史学论文，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先秦部分

１． 中华民族的古老起源。 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区、夏商周的起源等。
（２ 学时）

４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２． 氏族制度与早期国家。 包括氏族制度和国家出现的条件和内容。 （２ 学时）
３． 夏商周社会文明。 包括此期的物质文明与文化成就。 （２ 学时）

４． 周代政治社会制度。 包括官制、分封、宗法、井田、礼制等。 （２ 学时）
５． 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 包括列国政治军事斗争史。 （２ 学时）

６． 战国变法运动。 重点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与成就，及战国官僚制度的发展。
（２ 学时）

７． 士阶层与百家争鸣。 包括士人的文化特征和诸子学说。 （４ 学时）
二、 秦汉部分

１． 秦帝国的兴亡。 包括秦帝国的政治成就与速亡原因。 （２ 学时）

２． 休养生息与削抑藩国。 包括汉初休养生息措施，布衣将相问题削抑藩国的
过程。 （２ 学时）

３． 全盛与转向。 包括汉武帝的政治成就，及昭帝宣帝转向修养生息。 （ ２ 学
时）

４． 王莽变法。 包括王莽变法的原因、内容与意义。 （２ 学时）

５． 专制强化与皇权旁落。 包括东汉初政治措施，及外戚宦官轮流专权问题。
（２ 学时）

６． 清议和党锢。 包括士人发展、清议运动与士族的兴起。 （２ 学时）
７． 秦汉的民族与边疆。 （２ 学时）
三、 魏晋南北朝部分

１． 帝国分裂和脆弱统一。 叙述三国分立与西晋政治矛盾。 （２ 学时）

２． 江左士族门阀政治。 包括门阀政治形成与士族社会文化特权。 （２ 学时）

３． 皇权复兴和政治僵化。 包括南朝皇权强化的各种表现及其局限性。 （ ２ 学
时）

４． 民族冲突中的十六国政治。 包括十六国民族矛盾与政治动向。 （２ 学时）

５．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 包括北魏前期发展、孝文帝改制及东西魏分裂。 （２
学时）

６． 北周北齐：胡化与汉化。 叙述北齐的北周胡化现象与汉化成就。 （２ 学时）
四、 专题部分

１．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职制度（２ 学时） 。
２．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制度（２ 学时） 。
３．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变迁（２ 学时） 。
４．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发展（２ 学时） 。
５．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文化（４ 学时） 。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课下阅读，教学参观，作业指导等。

学生成绩评定

提交 ３０００ 字左右的作业一篇，占 ４０％；期末闭卷考试，占 ６０％。

办法
教材

《 国史纲要》 ，作者：翦伯赞等；《 中国古代简史》 ，作者：张帆。

历史学系
参考资料

４７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者：郭沫若；《 西周史》 ，作者：杨宽；
《 西周史》 ，作者：许倬云；《 先秦两汉史研究》 ，作者：吴荣曾；
《 秦汉问题研究》 ，作者：张传玺；

《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作者：阎步克；

《 秦汉魏晋史探微》 ，作者：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田余庆；

《 魏晋南北朝史》 ，作者：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作者：周一良；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作者：唐长孺。

《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文明》 ，作者：阎步克。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史 （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ａｒｔ ２）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将通过较为系统的讲授，帮助同学把握中国古代隋朝至鸦片战争 １２００ 余
年间的基本变迁线索和重大问题，以及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
等方面的必要历史知识；帮助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学
术论著、研究者和最新学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为进一步学习各个断代史和
专门史课程，进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打下基础。 通过讲授、作业与讨
论等多种互动形式，综合养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创新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Ｗｉ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ｅ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１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ｏ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较为系统的讲授，帮助同学把握中国古代隋朝至鸦片战争 １２００ 余年间的
基本变迁线索和重大问题，以及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等方面
的必要历史知识；帮助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学术论
著、研究者和最新学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为进一步学习各个断代史和专门
史课程，进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打下基础。 通过讲授、作业与讨论等
多种互动形式，综合养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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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隋朝———大一统帝国的重建（２ 学时）
第二讲：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２ 学时）

第三讲：唐代制度及其变迁（ 上） （２ 学时）
第四讲：唐代制度及其变迁（ 下） （２ 学时）
第五讲：唐朝的开放态势（２ 学时）

第六讲：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２ 学时）
第七讲：两宋时期的基本历史线索（２ 学时）
第八讲：契丹王朝的兴衰与宋辽关系（２ 学时）

第九讲：“ 祖宗家法” 与宋朝制度（ 上） （２ 学时）
第十讲：“ 祖宗家法” 与宋朝制度（ 下） （２ 学时）

第十一讲：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与改革运动（２ 学时）
第十二讲：金王朝的盛衰与宋金关系（２ 学时）
第十三讲：经济发展与都市繁荣（２ 学时）
第十四讲：教育与学术发展的新趋势（２ 学时）
第十五讲：辉煌的科技文艺成就（２ 学时）
第十六讲：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２ 学时）

第十七讲：元朝政治概况（２ 学时） （２ 学时）
第十八讲：元朝经济、社会与文化（２ 学时）
第十九讲：朱元璋与明初政治（２ 学时）

第二十讲：明朝中后期政治（ 上） （２ 学时）

第二十一讲：明朝中后期政治（ 下） （２ 学时）
第二十二讲：明朝边防与对外关系（２ 学时）
第二十三讲：满族崛起与明清易代（２ 学时）
第二十四讲：清朝前期政治（ 上） （２ 学时）
第二十五讲：清朝前期政治（ 下） （２ 学时）
第二十六讲：明清国家制度（２ 学时）

第二十七讲：明清经济与社会（２ 学时）
第二十八讲：明清学术与文化（２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集体讨论———中心议题：渐进与突变：８ 至 １８ 世纪的中国
讲授为主，助教辅导。

平时成绩（ 作业）４０％；期末闭卷考试 ６０％。
《 中国史纲要（ 增订本） 》 ，作者：翦伯赞；《 中国古代简史》 ，作者：张帆。
《 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辽金简史》 ，作者：李桂芝；
《 宋史》 ，作者：陈振；《 隋唐五代简史》 ，作者：吴宗国；

《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 元朝史》 （ 上、下册） ，作者：韩儒林；
《 明史》 上下册，作者：汤纲，南炳文；

《 清代全史》 第一至六卷，作者：王戎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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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现代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是历史学系本科生“ 中国通史” 系列专业必修课程之一。 拟在“ 中国近
代史” （１８４０—） 之后，继续讲授“ 中国现代史” （１９１９—） 。 本课程将以 １９４９ 年
为界，分为上、下两段，分别讲授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的“ 民国史” 以及 １９４９ 以后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 。

该课程将按照“ 通史” 的教学模式，分别时期和阶段，重点讲授中国现代

政治史的内容，并兼顾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思想史等方面。
该课程将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同时辅以读书报告、研讨、参观、讲
座等方式。 重点考核学生们对于中国现代史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个人的
思考能力和学术见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ｔ’ ｌｌ ｂ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８４０
－ ） ，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ｐａ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１９４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ｉｓ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 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 －） ”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ｏｆ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ｄｉｖｉ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ｔ’ 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ｇｉ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ｉｓｉｔ － ａｎｄ －

ｌｅａｒ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ｌａ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作为“ 通史” 课程，将分别时期和阶段，以中国现代政治史为主要讲授
内容，同时兼顾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思想史等方面。 目的在于为继续
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各门专题课程，打下学术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中国现代史（ 上）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重点是“ 中华民国史” ，占 ３２ 学时。
一、 民国初年的中国与世界（１９１２—１９１９） （４ 学时）

二、 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开端（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４ 学时）
三、 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末路（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４ 学时）

四、 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４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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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抗日潮流的起伏与走向抗战（１９３１—１９３７） （６ 学时）
六、 全民族的抗战（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６ 学时）

七、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中国革命的胜利（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４ 学时）
中国现代史（ 下）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占 ３２ 学时。
一、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６ 学时）
二、 探索中的曲折前行（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６ 学时）
三、 “ 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８ 学时）
四、 历史性的转折（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４ 学时）

五、 改革开放的历程（１９７８—１９９９） （８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要方式，占 ６０％；文献阅读 １０％、讨论 １０％、报告 １０％、学术讲座
或教学参观 １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成绩 ４０％（ 读书报告 ２０％、研讨 １０％、出勤率 １０％） ，期末闭卷考试 ６０％。
《 中国现代史（ 上、下） 》 ，作者：王桧林。

《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作者：庞松，陈述。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历史文选（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系的“ 古代汉语” ，是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语言工具课。

教学内容分为文选、古汉语知识两部分，而以文选为主。 文选以经、史、

子、集、考古五部文献为序，古汉语知识穿插文选之间。 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讲授文选，其内容文、史并重；讲授古汉语知识，是将学生在文
选中学到的字词、语法知识予以系统和深化。 整个教学活动，抓好课堂讲授、
课下作业、段落总结三个环节：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传授古汉语知识与历史
文化知识；通过课下作业与段落总结，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实际语言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ｏ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ｇ
（ 经） Ｓｈｉ（ 史） Ｚｉ（ 子） Ｊｉ（ 集） ａｎ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历史学系

５１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让本系同学通过一年的系统阅读和学习，能够获得充分的阅读中国古代各类
历史文献的实际经验，提高大家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并熟悉古书体例，掌握
最基础的文献知识，为以后进一步阅读和利用古代文献史料打下坚实的语言
和文献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学期（ 秋季 ９ 月 ～ １ 月） ：（ 每周 ４ 学时，共 ６８ 学时）
第１周

绪论；史部概述；《 史记》 《 史记会注考证·商鞅列传》

第３周

《 汉书》 《 汉书补注·食货志》 （ 上）

第２周
第４周
第５周
第６周
第７周
第８周
第９周

第 １０ 周

《 史记会注考证·商鞅列传》
十一放假

《 汉书补注·食货志》 （ 上）
《 汉书补注·食货志》 （ 上）

《 三国志》 《 三国志集解·武帝纪建安十五年》 （ 节选）
《 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肥水之战》

《 通鉴纪事本末》 《 通鉴纪事本末·南越称藩》

《 明儒学案·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 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 大

唐》 （ 节选）
第 １１ 周

《 水经注》 《 水经注疏·晋水》 《 史通》 《 史通通释·二体》

第 １３ 周

《 庄子》 《 庄子集解·马蹄》 《 商君书》 《 商君书锥指·修权》

第 １２ 周
第 １４ 周
第 １５ 周
氏族》

子部概述《 墨子》 《 墨子间诂·非攻上》
《 韩非子》 《 韩非子集解·定法》

《 吕氏春秋》 《 吕氏春秋集释·上农》 《 日知录》 《 日知录集释·姓

第 １６ 周

《 日知录集释·姓

第 １８ 周

期末考试（２ 学时）

氏族》 《 韩昌黎文集校注·讳辩》

第 １７ 周 复习答疑布置期末考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课堂练习、多媒体演示、课外作业、实习参观、助
教辅导。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出勤率 ５％，讨论提问 １０％，作业练习 ３５％，期末考试 ５０％。
《 新编中国历史文选》 ，作者：何晋。

参考资料

《 辞源》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历史文选（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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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系的“ 古代汉语” ，是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语言工具课。

教学内容分为文选、古汉语知识两部分，而以文选为主。 文选以经、史、

子、集、考古五部文献为序，古汉语知识穿插文选之间。 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讲授文选，其内容文、史并重；讲授古汉语知识，是将学生在文
选中学到的字词、语法知识予以系统和深化。 整个教学活动，抓好课堂讲授、
课下作业、段落总结三个环节：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传授古汉语知识与历史
文化知识；通过课下作业与段落总结，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实际语言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ｏ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ｇ
（ 经） Ｓｈｉ（ 史） Ｚｉ （ 子） Ｊｉ （ 集） ａｎ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让本系同学通过一年的系统阅读和学习，能够获得充分的阅读中国古代各类
历史文献的实际经验，提高大家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并熟悉古书体例，掌握
最基础的文献知识，为以后进一步阅读和利用古代文献史料打下坚实的语言
和文献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二学期（ 春季 ２ 月 ～ ６ 月） ：（ 每周 ４ 学时，共 ６８ 学时）
第１周

上学期考试情况，考古文献概述：甲骨文与《 甲骨文合集》 ，《 武丁卜

第２周

《 武丁卜辞一则》 ，金文：《 曶鼎铭》

第４周

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 ：《 苏秦自齐献书燕王章》

辞一则》
第３周
第５周
第６周
第７周
第８周
第９周

第 １０ 周
第 １１ 周
第 １２ 周
第 １３ 周
第 １４ 周

《 曶鼎铭》

秦汉简牍：《 睡虎地秦墓竹简》 ：《 仓律》 （ 节选）
敦煌文书：《 鸣沙石室遗书》 ：《 水部式》 （ 节选）
经部文献概述，《 周易》 概述

《 周易本义·乾》 ，《 尚书》 概述，《 尚书正义·牧誓》
《 尚书正义·牧誓》

《 诗经》 概述，《 诗集传·七月》
《 诗集传·七月》

《 周礼》 概述，《 周礼正义·大司寇之职》
《 周礼正义·大司寇之职》
《 周礼正义·大司寇之职》

历史学系
第 １５ 周
第 １６ 周

·释亲》
第 １７ 周
第 １８ 周
教学方式

５３

《 礼记》 概述，《 礼记正义·礼运》 （ 节选） ，《 左传》 概述

《 孟子》 概述，《 孟子正义·寡人之於国》 ，《 尔雅》 概述，《 尔雅注疏
复习答疑，布置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２ 学时）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课堂练习、多媒体演示、课外作业、实习参观、助
教辅导。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出勤率 ５％，讨论提问 １０％，作业练习 ３５％，期末考试 ５０％。
《 新中国历史文选》 ，作者：何晋。

参考资料

《 辞源》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史练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为配合历史系本科生主干基础课“ 中国古代史” 的教学，小班课“ 中国古代史
练习” 加强同学们对基本史料、基本论著的阅读，通过讨论，增进同学们对中国
古代史的理解并提高学习兴趣。 本课以“ 目录、职官、地理、年代” 等中国古代
史研究的“ 四把钥匙” 为核心，通过教师讲授、同学实践，培养同学们中国古代
史研究的基本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ｙ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ｏｏｋ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
ｏｆｆｉｃｅｈｏｌｄ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

教学基本目的

１． 配合历史系本科生主干基础课“ 中国古代史” 教学，加强同学们对基本史
料、基本论著的阅读，加强讨论，以增进同学们对中国古代史的理解并提高学
习兴趣。

２． 以“ 目录、职官、地理、年代” 为核心，通过教师讲授、同学实践，提高同学们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能力。

５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以每学期实际上课的 １６ 周计，结合“ 中国古代史” 教学进度，利用 ７ 周阅读赵
翼《 廿二史札记》 相关内容，并以此为起点，有选择地阅读正史，接触基本资
料，针对赵翼的观点进行讨论，从而深化对古代史的理解，体会学术思考的乐
趣。 利用 ８ 周，分别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即邓广铭先生提出的

“ 目录、职官、地理、年代” ，介绍之余，更重要的是引导同学熟悉基本工具书，
并利用这些工具进行实践，通过学术实践加强对同学们的基本功训练，激发同
学们对学术研究的兴趣。 剩余 １ 周，作为机动，与“ 中国古代史” 授课教师商
量、安排。
教学方式

本课争取利用小班班级容量小、师生交流空间大的优势，采取教师讲授、同学
讨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式，二者比例大致为 １ ∶ １。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出勤与参与讨论 ４０ 分，课堂报告 ３０ 分，学期作业 ３０ 分。

教材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 廿二史札记校证（ 订补本） 》 ，作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
《 中国文史工具书资料书举要》 ，作者：吴小如，吴同宾。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近代史练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部分

课程中文简介

本学期“ 中国近代史练习” 属历史学系本科生必修课，系小班教学，深入研讨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起始至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历史。 本课程的基本目
的是：使学生基本掌握此一时段中国历史的大要梗概，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走
向；掌握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相关的研究
状况和重要前沿学术动态；了解重要的基本史实、史籍和知识点。 同时，对学
生的中国近代历史认知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及初步的科研能力等，特别是论文
写作能力进行基础性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学期“ 中国近代史练习” 属历史学系本科生必修课，系小班教学，深入研讨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起始至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历史。 本课程的基本目
的是：使学生基本掌握此一时段中国历史的大要梗概，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走
向；掌握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相关的研究
状况和重要前沿学术动态；了解重要的基本史实、史籍和知识点。 同时，对学

历史学系

５５

生的中国近代历史认知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及初步的科研能力等，特别是论文
写作能力进行基础性训练。
内容提要及相

绪论（１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一、中国近代史的起止与基本线索；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时代特点；三、
怎样学好中国近代史
第一讲、鸦片战争（６ 学时）
第一节、鸦片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
一、战前中外关系的两种类别；二、中英矛盾的由来
第二节、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一、战争的三个阶段；二、中国战败原因的分析
第三节，战后的中国社会
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初步确立；二、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第三节、香港与澳门问题
一、香港被英国割占的历史；二、澳门历史问题
第二讲、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４ 学时）
第一节、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一、洪秀全与“ 拜上帝会” ；二、金田起义与定都天京；三、政权建设与主要政
策；四、基督教对运动的影响
第二节、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战争的进程；二、战争的后果
第三节、太平天国运动的转折与失败
一、天京事变；二、曾国藩与湘军；三、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第三讲、晚清统治集团与洋务运动（５ 学时）
第一节、北京政变和晚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派系
一、北京政变；二、湘、淮集团
第二节、洋务运动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二、清流派
第四讲、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６ 学时）
第一节：甲午战争
一、海上战场与陆上战场；二、《 马关条约》 的缔结及影响
第二节：戊戌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产生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二、维新思想的主要代表
（ 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 ；三、维新运动的高潮及失败（ 百日维新，戊戌
政变）

第五讲、义和团运动（３ 学时）
第一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一、运动兴起的原因；二、义和团的内部情况
第二节：八国联军战争与义和团的失败

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 东南互保” ；二、《 辛丑条约》 ；三、关于义和团评价的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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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题
第六讲、辛亥革命（６ 学时）
第一节、民族灾难的深重与清政府的自救活动
一、日俄战争及英国侵略西藏；二、“ 新政”
第二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一、孙中山、兴中会与广州、惠州起义；二、中国同盟会与三民主义政纲；三、重
要反清起义
第三节：立宪运动与保路运动
一、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 与清季朝局；二、立宪派的主要活动；三、保路运动
第四节、辛亥革命的胜利与结局
一、武昌起义与各地响应；二、南京临时政府；三、辛亥革命结局的分析
第七讲、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５ 学时）
第一节：袁世凯的军阀统治

一、辛亥革命后的时局；二、“ 宋案” 与“ 二次革命” ；三、“ 洪宪帝制” 、中日“ 二
十一条” 、讨袁战争

第二节：军阀统治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艰苦奋斗
一、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 直系；皖系；奉系等） 与西南军阀；二、张勋复辟；三、
护法运动
第三节、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新青年》 ；北京大学与
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新时代的曙
光。
教学方式

本学期教学共计 １６ 周，周 ２ 学时，共计 ３２ 学时。 因是小班教学，注重课堂讨
论、课下读书和课堂教学并重。 另辅以读书辅导、撰写读书笔记及作业、作业
讲评、论文写作等教学环节。

学生成绩评定

综合考察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对本研究领域前沿的把握、对文献资料的掌

办法

握程度，并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写作能力进行训练。
本课贯彻全学程考察的模式。 评分标准如下：期中考察（ 采取写读书笔记和课
堂讨论等形式） ，期中考察占该课程总分值的 ３０％；另有 １０％ 的分值为出勤
率、课堂纪律和日常读书、听课笔记等项考察。 期末考试，占课程总分值的

教材

６０％，采取写论文和课堂报告的方式。

《 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曾业英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古代史练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历史学系

５７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原始材料，尤其是以若干经典作品为主要对象，兼顾
少量相关的次要作品。 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选题意向。 与此
同时，阅读若干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提出研究视角，落实选题的拟突破方向。
然后回到文献，为理解历史现象和解决历史问题发现便于操作的切入点。 收
集更多的相关史料，写出一篇合格的史学读书札记。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ｕ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ｗｒｉｔｅ ｓｏｍｅ ｓｈｏｒｔ
ｎｏｔ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原始材料，尤其是以若干经典作品为主要对象，兼顾
少量相关的次要作品。 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选题意向。 与此
同时，阅读若干前沿性的研究成果，提出研究视角，落实选题的拟突破方向。
然后回到文献，为理解历史现象和解决历史问题发现便于操作的切入点。 收
集更多的相关史料，写出一篇合格的史学读书札记。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导言

２． 上古史料与文献（ 上）
３． 上古史料与文献（ 中）
４． 上古史料与文献（ 下）
５． 中古史料与文献（ 上）
６． 中古史料与文献（ 中）
７． 中古史料与文献（ 下）

８． 近代早期史料与文献（ 上）
９． 近代早期史料与文献（ 中）

１０． 近代早期史料与文献（ 下）
１１． 论文指导（ 上）
１２． 论文指导（ 中）
１３． 论文指导（ 下）

１４． 论文写作交流（ 上）
１５． 论文写作交流（ 中）
教学方式

１６． 论文写作交流（ 下）

课堂讲授。 如果人数较多，邀请四位教师（ 上古史两位、中古史两位） ，如果人
数较少，邀请两位教师（ 上古史一位、中古史一位） 分别讲授和指导。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出勤 １０ 分，课堂讨论 ３０ 分，学期作业 ６０ 分。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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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 ，作者：朱孝远；

《 希腊史研究入门》 ，作者：黄洋；《 拜占庭史研究入门》 ，作者：陈志强；
《 中世纪史学史》 ，作者：叶·阿·科斯敏斯基著，郭守田等译；
《 努力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 ，作者：马克垚；
《 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 ，作者：彭小瑜；

《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百年》 ，作者：黄春高。
课程中文名称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没有先修课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世界近现代史基础课的深化、练习课程。 它既不是讲授基础知识的
学习课，也不是探讨、解决新问题的研究课，而是一门强化学生原始创新意识
的研究准备课程。 设置课程的目的，是为同学们独立研究、撰写学年论文做准
备。 课程涉及近代欧洲的兴起、英国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
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冷战、欧洲一体化等重要
历史专题。 我们采用生动、活泼的练习课方式，教师指导为辅，学生练习为主。
课程尽量贴近科研实战要求，训练学生掌握他人研究成果、准确提出问题及分
析原始材料的能力。 本课程重在教授史学研究方法，欢迎包括欧美近现代史
在内的所有专业方向的同学选课。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ｓ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ａｋｅ ｎｏｔｅｓ， ｒｅｔｅ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向学生灌输原始创新的科学研究意识；训练学生准确掌握国内外重要研究成
果；初步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外文原始材料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 ／ 第 １ 讲：序言；第 ２ 周 ／ 第 ２ 讲：近代欧洲的兴起；第 ３ 周 ／ 第 ３ 讲：英国

革命；第 ４ 周 ／ 第 ４ 讲：启蒙运动；第 ５ 周 ／ 第 ５ 讲：美国独立；第 ６ 周 ／ 第 ６ 讲：
法国大革命；第 ７ 周 ／ 第 ７ 讲：工业革命；第 ８ 周 ／ 第 ８ 讲：科学社会主义；第 ９

历史学系

５９

周 ／ 第 ９ 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１０ 周 ／ 第 １０ 讲：十月革命；第 １１ 周 ／ 第 １１ 讲：
法西斯意大利第 １２ 周 ／ 第 １２ 讲： 纳粹德国；第 １３ 周 ／ 第 １３ 讲：社会主义苏联；
第 １４ 周 ／ 第 １４ 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 １５ 周 ／ 第 １５ 讲：欧洲的冷战；第

１６ 周 ／ 第 １６ 讲：欧洲一体化。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报告 ２０ ％，讨论 ４０％，讲授 ４０％。

平时（ 包括出勤、报告、讨论发言等）５０％，期末小论文 ５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史通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世界史专业基础课，旨在帮助学生尽可能广
泛了解有关“ 世界历史” 学科的基本信息，学习宏观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培养自主建构整体人类历史认识框架的能力，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基
础。 基本内容包括：１． “ 世界历史” 概念解说（ 由来、演变；学习世界历史的意
义；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历程；西方世界史学科的主要传统） ；２． 现代西方

宏观世界历史学的基本情况（ 从文化一元论向文化多元论的转变，当代全球史
或文明史各主要流派） ；３． 北大版《 世界文明史》 的基本观点（ “ 世界历史” 应
作为在交往中演进的世界文明史来理解———结合世界历史基本进程进行阐
释） 。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ｒｃｔｉｃ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Ｂｅｉｄａ， ａ ｂｏｏｋ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世界史专业基础课，旨在帮助学生尽可能广泛
了解有关“世界历史”学科的基本信息，学习宏观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培养自主建构整体人类历史认识框架的能力，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基础。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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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讲

导论：历史 世界史 文明史

１． 什么是历史？ ２． 什么是世界史？ ３． 文明在交往中演进———我们的世界史
观。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２１ 世纪》 （ 致读者及推荐序）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第 ５ 章
马克垚，《 世界文明史·导言》
参考阅读：

马克垚，“ 困境与反思：‘ 欧洲中心论’ 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 （ 《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第 ３ ～ ２２ 页）

张芝联，“ 中国大学世界史教学及观念的变化” （ 张芝联《 二十年来演讲录》 第

１５０ ～ １５６ 页）

【 上古中古部分（ 参见“ 教学方式” 中彭小瑜老师的课纲） 】
近现代部分：
第１讲

１５００ 年前后的世界

１． 中华文明，２． 印度文明，３． 中东文明，４． 欧洲文明，５． 其他边缘文明。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球通史》 第 ６、７ 章，第 ９ ～ １９ 章
参考阅读：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１１ 章
第 ２ 讲 新文明晨曦初现

１． 所谓“ 资本主义” 的兴起，２． 地理大发现及其意义，３． 若干现代观念的发生。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球通史》 第 ２０ ～ ２３、２５ 章

郭华榕、徐天新主编，《 欧洲的分与合》 第二编第 ５ 章
参考阅读：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１２，１３ 章
第３讲

国际社会的诞生

１． 欧洲的统一与分裂，２． 王权国家之间的战争，３． 国际法的创生及其现代意
义。

基本阅读：

郭华榕、徐天新主编，《 欧洲的分与合》 第二编第 ４、６ 章
参考阅读：

佩里·安德森，《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１５ 章
第４讲

１７ 世纪中后期的世界

１． 民权国家取代王权国家的初步努力（ 世界政治民主化第一次浪潮） ，２． 这个
时期的东方世界。

历史学系

６１

基本阅读：

郭华榕、徐天新主编，《 欧洲的分与合》 第二编第 ７ 章
马克垚主编，《 世界文明史》 （ 中） 第 １ 章第 １，２ 节
参考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第 １８，１９ 章（ 重温）

刘新成、刘北成主编，《 世界史·近代卷》 第 ４，５ 章
第５讲

现代文明诸原则的确立

１． 科学革命与科学化观念，２． 工业革命与工业化观念，３． 民主革命与民主化
观念。

基本阅读：

马克垚主编，《 世界文明史》 （ 中） 第 ２，３，４ 章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第 ２６（ 第 １ ～ ５ 节） 、２７（ 第 １ ～ ７ 节） 章
参考阅读：

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１６ ～ ２０ 章
第６讲

世界交往关系的大拓展

１． 英国称霸海洋的历程，２． 俄国与美国的大陆扩张，３． 全球交往关系网络的
初步形成。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第 ２４，２５（ 重温） ，３０，３５ 章

刘新成、刘北成主编，《 世界史·近代卷》 第 １１ 章第一节（ 一）
参考阅读：

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 第二篇第 ３ 章
第７讲

工业化大潮冲击下的欧美社会

１． 欧美的初步工业化，２． 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３．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的兴起。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 全球通史》 第 ２６（ 第 ６，７ 节） 、２７（ 第 ８，９ 节） 章
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 第二篇第 ４ ～ ９ 章，第三篇第 １２，１３ 章
参考阅读：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２１，２２ 章

刘新成，刘北成主编，《 世界史·近代卷》 第 ９ 章第 ４ 节
第８讲

新生现代文明对世界的初步冲击

１． 世界政治民主化的第二、 第三次浪潮，２． 第二次浪潮时期现代文明的世界
性影响，３． 第三次浪潮时期现代文明的世界性影响。
基本阅读：

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 第一篇第 ６，７ 章

刘新成、刘北成主编，《 世界史？ 近代卷》 第 ８ 章第 ３ ～ ５ 节

６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参考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第 ２９ － ３４ 章
第９讲

从英欧独霸到两极对峙

１．１９ ～ ２０ 世纪之交的科技发展和生活方式变迁，２．１９ ～ ２０ 世纪之交西方民主
的发展和东方民族的觉醒，３． 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４． 苏联的崛起及其世界意义，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两极世界的形成。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第 ３５ ～ ４１，４４ 章

马克垚主编，《 世界文明史》 （ 下） 第 １ 章第 １ 节，第 ２，３ 章
参考阅读：

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 、《 极端的年代》 （ 上）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２３ ～ ２７ 章
第 １０ 讲

冷战时代世界民主化进程

１． 当代科技革命及其社会意义，２． 联合国———保障世界和平的初步努力，３．

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４． 西方国家民主改革的新成就，５． 东方国家民主革命
与改革的新成就。
基本阅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第 ４２ ～ ４４ 章
马克垚，《 世界文明史》 第 １ 章第 ２ ～ ４ 节
参考阅读：

彭树智主编，《 世界史·当代卷》 第 ３ ～ ５ 章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２８ 章
尾声

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发展

１． 俄国文明浴火重生，２． 美国独霸好梦难成，３． 一体欧洲再现辉煌，４． 日本经
济蔚然成势，５． 中华文明强劲崛起。
基本阅读：

马克垚，《 世界文明史》 第 ３ ～ ８ 章
参考阅读：

彭树智主编，《 世界史·当代卷》 第 ６ ～ １０ 章
斯皮瓦格尔，《 西方文明简史》 第 ２９ 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讲授课时 ４２，讨论课时 ６。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作业（ 小论文） 两次和讨论课两次，计入平时成绩；期末闭卷考试。 平时

办法
教材

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比例为 ４０：６０。

《 世界文明史》 ，作者：马克垚，高毅等；

《 全球通史———１５００ 年以后的世界》 ，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
《 世界史》 ，作者：齐世荣等。

历史学系
参考资料

６３

《 二十年来讲演录》 ，作者：张芝联； 《 欧洲文化史论》 ，作者：阎宗临；
《 欧洲文明的进程》 ，作者：陈乐民；

《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作者：佩里·安德森；
《 西方文明简史》 ，作者：斯皮瓦格尔；

《 资本的年代》 ，作者：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 ，作者：霍布斯鲍姆；
《 极端的年代》 ，作者：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 ，作者：霍布斯鲍姆；
《 西洋史》 ，作者：陈衡哲。
课程中文名称

史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采用讲授、阅读、课堂报告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关
于史学的各种理论和重要观点，梳理传统史学、经典史学、新史学和后现代史
学等不同的史学理念，阐释史学史上关于历史知识的性质和意义的各种争论，
讨论历史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介绍历史写作的基本记忆，以帮助学生
了解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熟悉历史写作的基本记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探讨古今中外有关史学的各种理念，启发学生思考与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知
识的形成和历史写作的技艺等相关的若干基本问题，熟悉治史的门径，培养开
放的、包容的历史思维方式，掌握历史写作的基本规范。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历史知识的意义（１５ 学时）

１．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２． 历史学的学科特性，３． 历史知识的性质，４． 历史知
识的用途。
第二部分

历史知识的形成（１５ 学时）

５． 历史学家的角色，６． 研究范式与学术创新，７． 史料的性质和意义，８． 历史解
释的建构。
第三部分

历史写作的技艺（１５ 学时）

９． 选题的路径，１０． 资料的收集和处理，１１． 历史著述的形式，１２． 历史写作的
规范。

６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四部分

课程小结（９ 学时）

１３． 读书与治学，１４． 范文评析，１５． 小结与答疑。
教学方式

讲授、阅读、课堂报告、讨论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 ４０％，期末考试 ６０％。

办法
教材

《 史学概论》 ，作者：张岂之，陈祖武，于沛，李文海，李捷（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 ；

《 史学概论》 ，作者：李隆国；《 西方的历史观念》 ，作者：王晴佳；
《 世界史的学习和研究》 ，作者：朱孝远。
参考资料

《 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梁启超；

《 历史学家的技艺》 ，作者：马克·布洛赫；
《 全球史学史》 ，作者：伊格尔斯等；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ａｒｔｈａ Ｈｏ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ｌ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ｉｅｒ。
课程中文名称

古代东方文明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世界古代史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主要介绍古代埃及、西亚和印度文明
的发展历程及文化成就。 以专题为线索，选读部分经典作品，培养学生掌握和
运用史料、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专题为：文字与国家起源、古代近东
人地关系、古代王权与神权、古代法律与社会、神话比较研究，等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ｖｉｎｅ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ｙ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世界古代史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主要介绍古代埃及、西亚和印度文明
的发展历程及文化成就。 以专题为线索，选读部分经典作品，培养学生掌握和
运用史料、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专题为：文字与国家起源、古代近东
人地关系、古代王权与神权、古代法律与社会、神话比较研究，等等。

内容提要及相

导论：埃及学，亚述学与古印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和谐的秩序：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的起源（２ 学时）

历史学系
第二讲 金字塔与等级：古王国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社会（２ 学时）
第三讲 王权与神权：帝国时期的社会与经济（２ 学时）
第四讲 神话世界解读：象形文字，文学与史学（２ 学时）
第五讲 偶像背后的思想：木乃伊与《 亡灵书》 的世界（２ 学时）
第六讲 文明的曙光：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苏美尔城邦时代（２ 学时）
第七讲 巴比伦，亚述，波斯：帝国的建立与扩张（２ 学时）
第八讲 贸易，法典与契约社会：西亚 －希腊模式的起源（２ 学时）

第九讲 原始楔形文字：《 圣经》 与科学文献的共同源头（２ 学时）
第十讲 多神时代到一神时代的转折：犹太民族的早期历史（２ 学时）
第十一讲 印章文字与哈拉巴文化：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２ 学时）
第十二讲 种姓制度的发展：列国时代的城邦国家（２ 学时）
第十三讲 精神岛上的起舞：“ 百家争鸣” 与佛教的兴起（２ 学时）
第十四讲 人类精神的觉醒：关于“ 轴心时代” 问题的讨论（２ 学时）
第十五讲 薪火相传： 西亚 －北非文明与古典文明（２ 学时）
第十六讲 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与文化的互补（２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堂讲授 ７０％，文献阅读 ２０％，讨论 １０％。
论文 ５０％，闭卷 ５０％。

《 世界文明史》 ，作者：马克垚。
《 西亚考古史》 ，作者：拱玉书；

《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 ，作者：刘家和；

《 神秘的苏美尔人》 ，作者：哈里特·克劳福德；
《 人类文明的木乃伊 －古埃及文化求实》 ，作者：朱威烈，汉尼希；
《 美索不达米亚》 ，作者：：戴尔·布朗；

《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 ，作者：（ 英） 塞顿·劳埃德；
《 解剖古埃及》 ，作者：巴里·克姆普；

《 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 ，作者：（ 印） Ｄ．Ｄ．高善必；
《 古代印度吠陀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 ，作者：崔连仲；

《 法老的国度》 ，作者：蒲慕州；《 从佛陀到阿育王》 ，作者：崔连仲；
《 历史》 （ 上、下卷） ，作者：希罗多德，王以铸译。
课程中文名称

古希腊罗马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ｅ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６５

６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对古希腊罗马历史———西方文明的重要源流之一———进行追溯，同时比较细
致深入地探讨其典型的制度和文化形态；以古典时代希腊和共和国时代罗马
为重点，但是也将视野扩展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并结合具体的历史
个案说明史学史和思想史的情况，培养学生对历史研究的基本技能，同时也适
当介绍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西方社会以及世界文化的影响。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ｅ ｉ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ｗ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古希腊罗马史的基本线索和重要史实，对历史学分析的方法有初
步认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上部

希腊史

第一讲

希腊早期文明———爱琴文明

第二讲

希腊城邦的兴起

第三讲

城邦制度的确立———希腊古风时代

１． 米诺斯文明，２． 迈锡尼文明

１． “ 黑暗时期” ，２． 荷马社会，３． 城邦的兴起———“ 公元前 ８ 世纪的革命” ？
１． 殖民运动，２． “ 东方化革命” ，３． “ 重装步兵改革” ？ ４． 僭主政治、变革与立
法，５． 古风时期的文化。
第四讲

波斯帝国的挑战

第五讲

古典时代———城邦文明的兴盛

１． 波斯的兴起与扩张，２． 希波战争。

１． 斯巴达国家与社会，２． 雅典民主政治，３． 雅典霸权，４． 公元前 ５ 世纪的思想
与文化。
第六讲

城邦世界的危机

第七讲

马其顿的崛起与希腊化时代

１． 伯罗奔尼撒战争，２． 公元前 ４ 世纪的纷争，３． 危机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１． 马其顿的扩张与亚历山大东征，２． 希腊化时代与罗马君临。
下部

罗马罗马史

第一讲

罗马的建城传说与王政时代

第二讲

早期罗马共和国

第三讲

从城邦到世界帝国———罗马的征服

第四讲

共和国的危机与“ 罗马革命”

１． 建城传说的历史解读，２． 王政时代及其终结。
１． 共和制的确立，２．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１． 征服意大利，２． 迦太基战争，３． 征服地中海世界。
１． 征服的后果与格拉古兄弟改革，２． 武人专权的时代，３． 内战与共和国的覆
没。

历史学系
第五讲

从“ 元首政治” 到帝制

第六讲

早期基督教

第七讲

帝国的危机与改革

第八讲

罗马帝国的“ 衰亡”

６７

１． 奥古斯都的“ 元首政治” ，２． 朱利奥 －克劳迪王朝与安东尼王朝。
１． 基督教的兴起，２．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１． 三世纪危机，２． 戴克里先改革，３．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帝国的建立。
１． 公元 ４ 世纪的罗马帝国，２． “ 蛮族入侵” 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３． 吉本的“ 衰
亡” 命题。

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学生课外阅读和撰写论文。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论文 ４０％，期末考试 ６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作者：Ｊ．Ｋ．戴维斯；

《 希腊化世界》 ，作者：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
《 希腊史研究入门》 ，作者：黄洋，晏绍祥；

《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 ，作者：保罗·卡特里奇；

《 早期希腊》 ，作者：奥斯温·默里；《 罗马人》 ，作者：Ｒ．Ｈ．巴洛；
《 剑桥插图罗马史》 ，作者：格雷格·沃尔夫；

《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作者：黄洋，赵立行，金寿福；

《 罗马政制史》 第一卷，作者：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
《 罗马帝国简史》 ，作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ｅｌｌｙ；

《 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 ，作者：波默罗伊。
课程中文名称

中世纪欧洲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历史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理由，一是了解中世纪历史本身，一
是了解和认识现代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基础。 本课程期望通过对
中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及文化的介绍，让学生熟悉相关历史人物与事
件，认识此一时期历史变迁及其特征。 同时，本课程期望学生能够对西方的中
世纪欧洲史研究历史与现状有所了解，能够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史学的理论与
方法有评判性的汲取。

６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ｏｕ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ｏｒ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ｂ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ｃ．，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ｅｔｃ．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ｗｅ ｗｉｓｈ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ｉｇｈｔ ｓｔｅ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究竟如何认识中世纪欧洲的历史？ 将其看作黑暗的时代，当然不妥；对其生出
过分向往之心，也未必恰当。 本课程期望在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文化与精神
的叙事中，在历史文献的阅读理解、观念理论的讨论分析中，让学生思考并参
与历史学习与研究之中，能给出自己关于历史的理解与解释。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以叙述中世纪（５ ～ １５ 世纪） 欧洲政治史为主线，介绍法国、英国、德国、
意大利、拜占庭、俄罗斯、北欧诸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强调政治史，一是竖
立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清晰的坐标，一是希望理清制度史上的一些问题。 政
治史之外，教会史是关注的重点。 中世纪的政治总是与宗教纠缠不清，二者在
权力与信仰上的博弈造成了欧洲历史的独特景观。 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特征，
也是我们力图揭示的重要方面。 一个等级社会的形成，是信仰、制度、文化等
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信仰在中世纪并非总在正统的宰制之下，异教和异端
叙说着信仰的多样性。 正统与异端，主流与边缘，在斗争中共生。 经济领域或
许不一定是中世纪社会的基础，但同样不可忽视其存在。 文化既有形又无形，
了解中世纪欧洲文化的那些范畴，自有其意义。
具体内容和时间分配包括，导言，中世纪欧洲史；第一讲，古典世界的结束
与中古欧洲的开端；第二讲，早期蛮族诸王国；第三讲，拜占廷帝国的早期发
展； 第四讲，加洛林帝国的欧洲；讨论一：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第五讲，封建
主义与领主权；第六讲，权力与政治：神圣罗马帝国；第七讲，权力与政治：法
国；第八讲，权力与政治：英国；讨论二：封建主义、权力与中世纪国家政治；第
九讲， 乡村与城市；第十讲， 等级社会；第十一讲，信仰时代；第十二讲，文化与
知识；讨论三：中古社会的张力：主流与边缘，正统与异端，性别与社会；第十三
讲， 欧洲的危机；第十四讲，西欧新时代的来临与东欧发展的不同道路。 第十
五讲，结语。

教学方式

本课程将通过翻译作业、课堂讨论、读书报告、小论文等方式，对学生的外语翻
译、文献资料阅读、口头表达以及论文写作等基础方面给予一定的训练。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按时上课；准备和参加不定期的分组讨论。 翻译作业；读书报告；学期论文；期
末考试。 成绩比例：出勤和讨论 １０％；翻译作业 １０％；读书报告 ２０％；学期论
文 ２０％；期末考试 ４０％。

历史学系

６９

教材
参考资料

《 封建社会》 ，作者：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等译；
《 中世纪文明》 ，作者：雅克·勒高夫著，徐家玲译；

《 欧洲中世纪史》 ，作者：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莱斯特著，杨宁，李韵译 。
课程中文名称

亚洲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ｉａ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亚洲的重新崛起是 ２０ 世纪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走势的大事，学习亚洲史对中国
学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课程从古代一直讲到当代，注重从国家演
进、海洋史、环境史和文化交流等角度、把亚洲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和分
析，同时，在比较欧亚历史之异同中突破欧洲中心论对亚洲的建构，启发学生
从亚洲出发思考亚洲史。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ｉ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ｐ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ｉｍｅ． Ｉ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ｉｔ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教学基本目的

学习亚洲历史和多样性的形成过程，分析亚洲重新崛起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亚
洲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培养学生形成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世界历史意识和
中国公民意识，激发学生勇于破除陈旧的欧洲中心论，积极探索转换思路，从
亚洲出发思考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及相

一、 导论

应学时分配

二、 从人类起源到古文明的断裂与延续
三、 从王国到帝国
四、 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五、 跨文化贸易与资源边疆的扩展
六、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
七、 欧洲加入亚洲贸易体系与物种大交流
八、 经济社会变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九、 日本的第一次崛起与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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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白银资本》 与亚洲经济领先地位的丧失
十、 非殖民地化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十一、 亚洲的冷战与“ 热战”
十二、 亚洲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十三、 从“ 文明冲突论” 到“ 和谐世界论”
讨论 《 东亚的价值》 与亚洲文明的复兴
每讲和讨论各两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本课程以讲授为主（８０％） ，辅之以讨论（２０％） 和课后阅读。

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讨论（ ３０％） 、期末考试（ ７０％） ，其中考试题中
有一个书评题（２０％） ，也就是说，本课程要求学生积极阅读，占总分的 ５０％。
《 亚洲历史》 ，作者：许海山。

《 亚洲史》 ，作者：罗兹·墨菲；

《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作者：贡德·弗兰克。
课程中文名称

欧洲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校内大类平台选修课，主要讲授欧洲近现代史。 内容包括欧洲近代
早期民族国家的产生，近代科学观念和民主思想的内容和影响，欧洲各国的民
族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１９ 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
战与欧洲的衰落，冷战时期欧洲的外交，２０ 世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变化，以及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探索，冷战后的欧洲。 课堂在注
重对历史事件的介绍的同时，突出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历史
分析方法的介绍。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ｌａｔｅｌｙ １９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ｌｄ ｗａｒ．

历史学系
教学基本目的

７１

使学生系统掌握欧洲近现代史的历史内容，了解欧洲近现代的历史发展线索、
深入理解欧洲近现代史的历史内涵。 夯实欧洲史的基础知识、初步掌握分析
问题的方法、扩展学术视野，在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
素养、拓宽学生的思考维度。

内容提要及相

绪论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欧洲文明的特点（２ 学时）

第二章
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民族国家诞生的原因、理论和政治社会关系（２ 学时）

思想的解放 科学观念的产生、启蒙主义运动、浪漫主义思潮（ ４ 学

第三章

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４ 学时）

第四章

工业资本的统治地位（２ 学时）

第五章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４ 学时）

第六章

欧洲的衰落（３ 学时）

第七章

冷战与欧洲（３ 学时）

第八章

战后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文化（２ 学时）

第九章

冷战时期的欧洲外交（４ 学时）

第十章

改革中的苏联与东欧（２ 学时）

课堂讲授 ７０％，讨论和报告 ３０％。

期末闭卷考试 ７０％，讨论和作业 ３０％。

教材
参考资料

《 欧洲史》 ，作者：诺曼·戴维斯；

《 革命的年代》 《 资本的年代》 《 帝国的年代》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二十世纪欧洲史》 ，作者：Ｃ．Ｅ．布莱克；
《 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 ，作者：泰勒；

《 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 ，作者：徐天新；
《 欧洲的未来》 ，作者：戴维·卡莱欧；
《 欧洲史》 ，作者：诺曼·戴维斯。
课程中文名称

拉丁美洲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述自古代美洲印第安文明至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历史。
分为三个历史时期：１、古代印第安文明时期，只要讲述美洲文明的起源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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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文明的成就，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特征。 ２，殖民
地时期，主要讲述美洲被“ 发现” 和征服的历史进程、殖民地时期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独立运动。 ３，独立国家时期，主要讲述独立后初期的发展和现代化的
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左派崛起。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３ ｐａｒｔｓ． 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ｍｉ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ｙａ， Ａｚｔｅｃ ａｎｄ Ｉｎｃ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ａ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 －
Ｓｕｂｓｔｉｔｉｕ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１ｓｔ ｃｎｅｔｕ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对拉丁美洲历史的基本线索、重大事件、相关理论问
题具有基本掌握，为该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拉丁美洲史（ 提纲）

一、绪论：（１ 课时 ）

１、拉丁美洲的自然环境、人口、语言和国家；２、拉美地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
地位；３、中拉关系的发展；４、开发拉美的无形资源：研究拉美现代化的历程
二、殖民地遗产：西属美洲（２ 课时）

１、美洲的“ 发现” 和新旧大陆文明的汇合；２、经济基础；３、政治制度；４、种族和
社会；５、波旁王朝的改革与独立运动
三、殖民地遗产：葡属巴西（１ 课时）

１、早期开发与殖民化；２、殖民地经济；３、黑人奴隶制的确立；４、葡萄牙的重商
主义与巴西独立

四、现代化的启动与早期阶段（１ 课时）

１、自由主义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形成；２、出口经济繁荣与现代化的启
动；３、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
五、进口替代工业化（１ 课时）

１、三十年代大危机和发展模式的转换；２、结构主义：第三世界第一个发展理
论；３、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历程

六、现代化与拉美的社会、政治变革（１ 课时）

１、从考迪罗到寡头政治；２、从寡头政治到民众主义；３、从民众主义到威权主义
七、全球化时代的改革与发展 （１ 课时）

１、从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２、债务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改革；３、民主化进程与
巩固；４、反全球化浪潮与左派崛起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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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墨西哥（２ 课时）

１、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斗争；２、迪亚斯时期的现代化：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专制
主义；３、墨西哥革命；４、“ 墨西哥奇迹” ：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５、债务危机与
新自由主义改革；６、一党政治的终结
九、阿根廷（１ 课时）

１、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的斗争；２、出口繁荣与“ 寡头式民主” ；３、庇隆与庇隆
主义；４、军人干政；５、新自由主义改革与阿根廷危机
十、智利（１ 课时）

１、保守派执政；２、大危机与人民阵线运动；３、“ 自由中的革命” ：基督教民主党
的改革；４、社会主义的实验；５、军人专制；６、注重平等的增长
十一、巴西（１ 课时）

１、帝国时期；２、咖啡繁荣；３、瓦加斯和巴西的工业化；４、军人政权；５、民主化与
新自由主义

十二、古巴（１ 课时）

１、美西战争与古巴独立；２、古巴革命；３、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４、反思和体制
化；５、对外政策；６、冷战结束后的古巴
十三、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１ 课时）

１、１９ 世纪的中美洲；２、２０ 世纪中美洲的独裁与革命；３、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
化；４、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
十四、拉丁美洲与中国（１ 课时）

１、大帆船贸易与中拉文化交流；２、契约华工在拉美；３、中国与拉美关系的新发
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同时开展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读书报告，４０％，期末闭卷考察，６０％。

办法
教材

《 拉丁美洲史》 ，作者：林被甸，董经胜。

参考资料

《 简明拉丁美洲史》 ，作者：伯恩斯；《 现代拉丁美洲》 ，作者：斯基德莫尔。

课程中文名称

非洲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非洲作为人类历史的发源地，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代表了一种文明。 她
的历史所展现的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 从史学角度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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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一过程，首先涉及的是非洲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基础上认识其历史过程
中的几个重要阶段、以便更好地了解今天的非洲。 其次是强调作为世界历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能因缺乏历史眼光而只看到
她今天存在的弊病。 再次是关注中非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学生而言，她们可以比较中国与非洲的历史；对学者而
言，他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较西方学者有一定的优势。 再者，近几年国际媒体
对中关系的报道迅速增加。 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学习中非关系的历史来对现状
做出自己的评判。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ａ ｃｒａｄ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ｈ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ｄａ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ｔｓ ｏｗ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ｅ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ｄａ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ｏ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ｄｏ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ｏｗ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非洲作为人类的摇篮（ 之一） ，不仅代表着一
个地理概念，更是代表了一种文化形态。 她的历史所展现的是人类文明和社
会所经历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 更好地认识非洲历史就是更好地认识世界
历史。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总学时 ３２：古代史是难点，需要五周，占 １０ 个学时，分如下五个章节：一是有

关文明的概念，文明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对历史、特别是对非洲历史的看法等。
二是讲述公元前 ３０００ 多年出现的古埃及文明，及其西部和南部出现的文明古
国。 三是讲述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化，撒哈拉商道的由来与发展，以及沿途地区
的伊斯兰化和穆斯林国家。 四是介绍一下非洲农业的发展、历时千年的班图
人大迁徙及其建立的国家。 五是非洲的文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近代史内容多，难以穷尽，只能讲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及其对非洲的影

响，需要四周，占 ８ 个学时；非洲在这个时期与欧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
从 １４１５ 年葡萄牙在北非的休达城建立第一个殖民踞点，１４３４ 年到达西非沿
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整个沦为欧洲的殖民地，经过奴隶贸易、柏林会议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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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自由贸易到“ 有效占领” 原则出台后的殖民瓜分、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后的殖民地经营这样几个阶段。 所以，非洲历史的内容与古代部分有了
很大的变化。

现代史是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首先是二十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非洲民族

独立运动的兴起。 其次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 再次是由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 参与的非洲经济结构调整（ 即私有化） 和
西方推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即多党制和选举） 。 最后是非洲国家内部和之
间的冲突、存在的发展问题及其解决的各种努力。 历届学生对这一部分很感
兴趣，需要四周，占 ８ 个学时；

中非关系史，需要三周，占 ６ 个学时。 非洲通常在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中是

无足轻重的，但在非洲史中应该有其份量。 我们将分四个阶段：一是世界体系
形成之前的中非关系；二是非洲国家独立之前的中非关系；三是二十世纪后半
叶的中非关系；最后是以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 ＦＯＣＡＣ） 第一次部长级会议
为开端的中非关系，以及当前中非关系所存在的问题。 因为课时的限制，我们
可以把第一、 二阶段合成非洲国家独立之前与中国的关系。 一、 二个阶段合
成一讲，占 ２ 个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以课堂讲授为主，占 ８０％ ～ ９０％以上；让学生上台作报告，占 １０％ ～ ２０％。

听课和发言 ２０％；期中作业 ３０％；期末闭卷考试 ５０％（ 选择题十题占 １０％；论
述题两题占 ４０％） 。

《 非洲通史简编》 ，作者：杨人楩。

《 非洲通史（３ 卷本） 》 ，作者：何芳川，宁骚等；

《 非洲通史（８ 卷本） 》 ，作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非洲史》 ，作者：吉尔伯特，雷诺兹著，黄磷译。
课程中文名称

外国历史文选（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学系本科生专业必修课之一，包括（ 上） 和（ 下） ，一共两个学期。
第一学期主要包括古代和近代早期部分。 课程使用帕夫莱克所著《 西方文明
简史》 英文版为基本教材。 课程主要的内容除了梳理世界历史基本发展线索
之外，侧重培养学生阅读英文历史文献的能力，以英文版史料集《 西方文明遗
产》 上下卷为主要参考和阅读文献。 教师的课堂讲授内容主要限于介绍与阅
读文献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献的来龙去脉，其余的课堂时间将用于学生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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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和讨论。 教师将重点培养学生准确理解英文文献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
注意提高他们听说和写作英文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教学基本目的

这是一门以英文讲授的世界历史课程，课程目的除了梳理前现代世界历史的
基本发展线索，还将注重训练学生阅读英文历史文献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讨论
和作业提高学生听说和写作英文的熟练程度。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每讲 ３ 学时，其余学时用于讨论和补充阅读材料的研读。
第一讲

古代近东文明

一、 古埃及历史和尼罗河，二、 汉谟拉比法典，三、 希伯来古代律法
第二讲

古希腊文明

第三讲

古罗马文明（ 共和国时期）

一、 荷马史诗，二、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三、 亚里士多德《 伦理学》
一、 罗马政治中的妇女，二、 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奴隶，三、 西塞罗《 论律法》
第四讲

古罗马文明（ 帝国时期）

一、 奥古斯都的家庭立法，二、 古罗马宗教传统，三、 保罗《 罗马书》
第五讲

中世纪早期

第六讲

中世纪欧洲的教会与国家关系

一、 《 罗马法大全》 前言，二、 《 可兰经》 篇章，三、 封君封臣制度的契约
一、 格列高利七世书信，二、 本尼狄克《 修院规章》 ，三、 卜尼法斯八世关于教
会权威的通谕
第七讲

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与社会

一、 庄园中领主与农奴的关系，二、 中世纪的大学生活，三、 行会对工商业的
道德和法律约束
第八讲

中世纪后期欧洲

一、 异端分子和他们的思想，二、 社会骚乱和社会控制，三、 城市工人的暴动
第九讲

文艺复兴

一、 彼得拉克，二、 马基雅威利，三、 家庭与社会
第十讲

宗教改革

一、 路德《 九十五条论纲》 ，二、 关于宽容的争辩，三、 天主教改革
第十一讲

近代早期的欧洲

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二、 贫困与对贫民的控制，三、 重商主义
第十二讲

近代早期的欧洲思想

一、 弗朗西斯·培根，二、 《 堂·吉诃德》 ，三、 霍布斯《 利维坦》

历史学系
第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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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大发现

一、 郑和下西洋，二、 欧洲人在非洲，三、 欧洲人在美洲
第十四讲

绝对君权时期

一、 路易十四，二、 彼得大帝，三、 欧洲贵族的变迁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对所阅读英文文献的介绍和北京分析（ 每次 １ 小时） ，
其余 ２ 小时主要是学生对文献的讨论、复述和提问。 学生将有定期的英文小
作业的写作。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课堂参与和英文作业占 ６０％，期末考试占 ４０％。

教材
参考资料

《 西方文明遗产》 ，作者：贝蒂约等；
《 西方文明简史》 ，作者：帕夫莱克。

课程中文名称

外国历史文选（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研究一个社会的过去，需要理由。 在我看来，这里有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古
往今来，西方文明已经从其发源地———欧洲和地中海传播到世界其他，并对这
些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为了了解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我们
有必要掌握西方社会过去的一些知识。 同时，你们大多数人会从一个外围者
的角度接近西方的历史，你们很可能最终，为这个问题的认识带来独特的见
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Ｄ ｕｎｔｉｌ ｎｏｗ；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 ｏｕｒ

７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科学革命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十八世纪欧洲的专制主义和国家间关系
第三周：十八世纪的欧洲社会
第四周：十八世纪的欧美社会
第五周：启蒙
第六周：美国和法国革命
第七周：拿破仑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诞生
第八周：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
第九周：工业革命
第十周：新帝国主义
第十一周：十九世纪的思想、民族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二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革命
第十三周：国家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四周：亚洲和非洲的去殖民化
第十五周：冷战
第十六周：冷战后的世界

教学方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ｅｅｋ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ｈ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ｎ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ｓ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教材
参考资料

ｒｅｓ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ｏｒ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ｅ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Ｄ －Ｒｏｍ；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ｒｉａｎ。

课程中文名称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历史学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７９

本课程的用意是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阅读和理解英文或者其他外文的史料和
历史研究著作的能力，包括将外文翻译成准确中文的能力。 教师对所选择特
定文献的历史背景和学说史情况将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引导学生针对相关文
献所触及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本课程分成上、下两个学期。 一般情
况下将分别阅读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文献和著作。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ｓ．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ａｄ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阅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外文著作以及翻译练习，提高学生阅读
和使用外文文献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托尼的《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与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齐名，

应学时分配

但是却反映了两种立场。 与韦伯标榜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不同，托尼在他一
系列学术著作和政论文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也在他毕生关注的工
人教育中努力实践自己的社会公平理想。 但是托尼最重要的代表作是 《 平
等》 ，而不是他最流行的著作《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 这是一部典雅和很
有难度的英文著作。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学生不仅可以在英文的理解能力上
有很大的提高，对 ２０ 世纪英国的社会历史也会有深度的了解。 全书连序言分

８ 个部分，序言将占用 ２ 学时，其余每章和相关史料占用 ４ 学时。 每堂课（２ 学
时） 有半小时的教师讲授，其余时间为翻译联系和讨论。

教学方式

每堂课除去教师简明的导论，学生将做口头翻译练习和讨论文献的内容和历
史背景，并在教学网上就文献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翻译和讨论 ３０％，教学网讨论 ３０％，期末考试 ４０％。

教材
参考资料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
课程中文名称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英文

８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用意是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阅读和理解英文或者其他外文的史料和
历史研究著作的能力，包括将外文翻译成准确中文的能力。 教师对所选择特
定文献的历史背景和学说史情况将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引导学生针对相关文
献所触及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本课程分成上、下两个学期。 一般情
况下将分别阅读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文献和著作。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ｓ．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ａｄ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教学基本目的

阅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外文著作以及翻译练习，提高学生阅读
和使用外文文献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蒂尔尼的《 中世纪济贫法》 使用了丰富的中世纪教会法文献，探讨了与济贫和

应学时分配

慈善事业相关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并呼应托尼对英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对
比了中世纪的济贫法与英国近代的济贫法。 本课程将用 ２ 学时介绍中世纪教
会法概况，４ 学时阅读布伦迪奇对婚姻法的讨论，其余学时将集中于《 中世纪

教学方式

济贫法》 以及相关的教会法历史文献（６ 章，每章占用约 ４ 学时） 。

每堂课除去教师简明的导论，学生将做口头翻译练习和讨论文献的内容和历
史背景，并在教学网上就文献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翻译和讨论 ３０％，教学网讨论 ３０％，期末考试 ４０％。

教材
参考资料

Ｓｅｘ，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Ｊａｍｅｓ Ａ． Ｂｒｕｎｄ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ａｎｏｎ Ｌａｗ，Ｒ． Ｈ． Ｈｅｌｍｈｏｌｚ；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ｏｏｒ Ｌａｗ，Ｂｒｉａｎ Ｔｉｅｒｎｅｙ。

课程中文名称

史学新生导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历史学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８１

为历史学系新生入学之后第一学期开设的导学课程，为新生作全方位的学科
专业介绍，学业咨询、指导、规划，引导新生尽快融入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尽早熟悉历史学科各专业领域的特点，掌握探索性的学习方法，明确志趣所
向，为接下来的大学学习和专业选择打好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Ａ ｆｕ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ｔ ＰＫＵ ｆｏｒ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教学基本目的

为新生作全方位的学科专业介绍，学业咨询、指导、规划，引导新生尽快融入良
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尽早熟悉历史学科各专业领域的特点，掌握探索性的学
习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每周 ２ 学时，２ 学分，内容为 １５ 次讲座与讨论和 １ 次心得报告写作。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 系主任对历史学系本系情况的全面介绍，班主任与新生的互相了解，新生
与导师的接洽；

２． 本科教务员讲解大学四年有关教务及学习事宜；

３． “ 学术总览” 系列：对历史学系各专业、研究领域及其师资作详细介绍；
４． 知名教授（ 包括退休教授） 治学心得及杂谈；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５． 系友交流。

采用讲座、讨论、参观、写报告等方式。
期末撰写报告与心得一篇。

办法
教材

《 历史学是什么》 ，作者：葛剑雄。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通史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对象原定为历史学系三年级本科生，后因考虑到三年级本科生是暑期期
间，可能面临升学、就业、出国等各种准备，精力有限，故提前到以二年级本科
生为对象。 目的是通过课程基本掌握社会调查方法和特点，把握史学研究中
实地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关系，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训练和准备，一
方面拓宽历史学习和研究的知识领域，一方面加强认识社会和动手实践的能
力。 近十年来，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领域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动，其中走出
书斋进行实地田野调查，通过对于历史发展的实证的、区域的、个案的动态描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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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进一步准确地解释历史，并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成为史学研究和教学的
重要方法，故能够开设一门较为系统的课程十分必要，也具备一定的基础。 课
程内容涉及社会调查方法、口述历史方法，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问题，进行社
会发展与史学研究的个案分析。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相关参考论著，结合讲课，
通过文献阅读，提出可行的研究提纲及调查设计论证，为暑期社会实践奠定良
好的基础。 课程成绩由课堂表现、教学参观随感或读书笔记、社会调查选题设
计论证（ 以上占 ６０％） 、口试或开卷笔试（ 占 ４０％） 几部分组成，以选题设计论
证为主。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对象原定为历史学系三年级本科生，后因考虑到三年级本科生是暑期期
间，可能面临升学、就业、出国等各种准备，精力有限，故提前到以二年级本科
生为对象。 目的是通过课程基本掌握社会调查方法和特点，把握史学研究中
实地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关系，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训练和准备，一
方面拓宽历史学习和研究的知识领域，一方面加强认识社会和动手实践的能
力。 近十年来，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领域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动，其中走出
书斋进行实地田野调查，通过对于历史发展的实证的、区域的、个案的动态描
述，进一步准确地解释历史。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言：课程构想及目标

１． 构想与内容：解释课程设置的构想、本学期课程的大致内容，以及过去几年
来课程进行的问题。

２． 课程要求：教学分课堂讲授、选题论证（ 包括选题调查方案设计和相关选题
的前期研究论证） 和实地调查三部分。 考核由课堂表现、选题设计和研究论
证、口试或笔试三部分组成，重选题论证。 实地调查及调查报告另计学分。

３． 实地调查的组织与课题：原则上自愿结成小组，一般不超过三人；确定课题
并加以可行性论证，既需要小组成员感兴趣、关注并熟悉，最好小组成员中有
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容应侧重于历史及历史变迁、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
用、亲历者的历史记忆等，进行资料收集、口述访谈和实地观察，以资料收集为
主，并锻炼分析和写作能力。
一、 社会发展与史学研究

１． 社会发展与史学研究的关系，２．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３． 历史的动态叙述
二、 社会调查方法

１． 社会调查理论。

２．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社会调查：日本满铁的《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和陕北米
脂杨家沟的调查。

３． 田野历史调查研究的内容及特点：“ 穷棒子社” 故事研究中的材料与方法问
题。

４． 资料收集方法：侧重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以及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
题。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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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口述历史方法

１． 公众历史与口述方法的运用：口述史学的开展及其存在的问题，２． 记忆与
口述，３． 怎样进行口述历史访谈，４． 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使用。
四、 中国农村社会变迁

１． 以村庄、宗族、家庭为对象的研究，２． 村庄与外部的关系，３． 集镇的作用及
其演变，４． 土地关系与产业结构：土地关系的变动，涉及到农村产业结构和社
会结构。 变动的全部问题，也是近代以来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应能够作
为观察历史发展的侧重点，５． 农村教育与卫生。
五、 中国城市和工业发展

１． 以单位、街道（ 居民社区） 、家庭为对象的研究：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势必严
重冲击基层社会生活，以甘博的《 北京的社会调查》 为例，进行比较观察。

２． 工厂企业史：老字号企业及较长时段的工厂史研究问题。
３． 城市生活演变：重大事件之记忆。
４． 区域发展与城市。

５． 人口流动与流动人口问题。
六、 政治、战乱与自然灾害

１． 国家重大政策或重大政治事件对于地方的实际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
题，是近一二十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而所谓社会一般指地方性社会，就地方
特征观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

２． 战争时期的民众动员及社会生活：侧重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

３． 地方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状况及其救济：从非常规行为中，对于一般现象的
揭示。

４． 灾荒回忆与研究：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回忆，以及选择性介绍和连续
性研究的问题，同时关照材料收集、方法运用和研究等问题。
七、 交通与产业

１． 交通路线和交通方式的演变，２． 交通变动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３． 资源利
用与产业结构，４． 产业转型或更新的社会影响。
八、 文化与习俗

１． 历史遗迹及其现代价值。
２． 文化习俗的演变。

３． 宗教信仰与节日、庙会：北京妙峰山地方信仰活动的考察与研究。

４． 民族文化标志或形象的确定和认同问题：注意历史传统与人为建构、文化
生活与商业炒作的关系，以及身份确定和认同问题的关系。

５． 戏剧、电影、流行音乐与大众娱乐形式。
６． 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九、 社会调查方案设计

１． 选题及可行性分析，２． 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３． 调查提纲、问卷的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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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教学分课堂讲授、选题论证（ 包括选题调查方案设计和相关选题的前期研究论
证） 和实地调查三部分。 考核由课堂表现、选题设计和研究论证、口试或笔试
三部分组成，重选题论证。 实地调查及调查报告另计学分。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程成绩由课堂表现、教学参观随感或读书笔记、社会调查选题设计论证（ 以
上占 ６０％） 、口试或开卷笔试（ 占 ４０％） 几部分组成，以选题设计论证为主。
自编教材。

参考资料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作者：毛泽东。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史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是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 其内容起迄上起先秦时期，下至 ２０ 世
纪上半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基本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及
其规律，有代表性的史家、史学成果及其特点，历史编纂学的演变过程，史学思
想的发展脉络，史学与其他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等等，从而对中国史学有一个
比较全面的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 － Ｑ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ｃ．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教学基本目的

该课程是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 其内容起迄上起先秦时期，下至 ２０ 世
纪上半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基本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及
其规律，有代表性的史家、史学成果及其特点，历史编纂学的演变过程，史学思
想的发展脉络，史学与其他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等等，从而对中国史学有一个
比较全面的了解。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 中国史学史” 计划教学一学期（５４ 学时） ，其中讲授、讨论、复习 ４８ 学时，期末
复习考试 ６ 学时。
导论

“ 中国史学史” 概说（２ 学时）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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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史学史的内容，２．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３． 中国史学史的上限。
第一章

殷商西周时期的史学：史学的萌芽及形成（２ 学时）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第二节

史学的萌芽及形成

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史学：经学的附庸（１０ 学时）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第二节

史学的基本特征

１． 殷商的社会文化发展，２． 西周的社会文化发展。
１． 史官及史学萌芽，２． 史学的形成，３． 编年史的出现和《 春秋》
１． 大一统的出现和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２． 天文、历法及书写材料的发展。
１． 史学“ 拾遗补艺” 的附庸地位，２． 创立了史学著作的纪传体体裁，３． 史官能
够如实记载历史，４． 天命史观为史书编纂的主导思想，５． 史著多为私家修撰。
第三节 主要史家和史著

１． 《 左传》 ，２． 《 史记》 ，３． 《 汉书》 ，４． 其他几类重要史著。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独立的地位（８ 学时）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１． 社会动荡与经学的沉浮，２． 门阀制度的兴衰，３． 天文、历法及书写材料的发
展。

第二节

史学的基本特征

１． 史学取得独立地位，２． 前代史、国史完成由私撰向官修的转变，３． 史学指导
思想的多元变化，４． 史学受到封建政治的影响，５． 史评和典制体史著的出现。
第三节

主要史家和史著

第四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史学：理学的影响（８ 学时）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１． 《 三国志》 ，２． 《 后汉书》 ，３． 《 史通》４． 《 通典》 ，５． 其他几类重要史著。
１． 宋初的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和宋代的社会矛盾发展，２． 从宋代的民族矛
盾到蒙元的建立，３． 宋元时期理学的建立与发展，４． 印刷术的发展。
第二节

史学的基本特征

１． 史学的空前发展 ２． 修史机构更加完善，３． “ 会通” 思想突出，４． 私修史书的
繁兴，５． 理学对史学的重要影响。
第三节

民族政权的史书编修与重要史著

１． 辽金元史书的编修与特点，２． 会要、会典等典制体断代史的出现和发展，３．

两《 唐书》 、两《 五代史》 的编修，４． 《 资治通鉴》 的出现及影响，５． 民族史和地
方史的编修。
第五章

明清时期（１８４０ 年前） 的史学：经世与考据（８ 学时）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１． 明代的货币经济发展和等级秩序变化，２． 满清政权的建立和文网的加密，３．
出版的繁荣与读者群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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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学的基本特征

１． 史学的通俗化和民间史学的兴起，２． “ 六经皆史” 的提出与史学的经世致
用，３． 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４． 历史考据学的繁兴，５． 清代史论的成就。
第三节

明清史学概貌

第六章

近代史学：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８ 学时）

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１． 明代史学状况，２． 清代史学的地位。

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建立，２． 社会领导阶层的变化及影响，３． 西方学术
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

史学的基本特征

１． “ 经世致用” 思想的重现和一些严控史学领域的重新研究，２． 资产阶级史学
的建立，３．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期末讨论、复习、考试（６ 学时）
教学方式

讲授，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成绩由出勤（１５％） 、课堂参与（１５％） 、期中作业（２０％） 、期末考试（５０％）

办法

教材

四部分构成。 学生需于第十周之前提交期中作业一篇 （ 题目就课程内容而
定） 。

《 中国古代史学史》 ，作者：仓修良。

参考资料

《 史通通释》 ，作者：刘知几；《 文史通义校注》 ，作者：章学诚。

课程中文名称

外国史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专业的必修课。 其主要内容讲授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历史学
从古至今的形成发展过程。 包括希腊罗马时代的主要历史学家及其著述，及
由此形成的西方史学叙述和编撰的原则和传统；中世纪西方史学的主要特征
及基督教的历史发展观；近代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和
客观主义史学出现的历史背景、学派特征、主要史家及著述，以及各个学术流
派对西方历史学发展过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影
响；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２０ 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
新趋势等。 本课程突出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介绍。

历史学系
课程英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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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ｅ
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１８ － １９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教学基本目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加强学生的专业基础。 介绍外国著
名史学家及其作品，综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史学流派、方法及特点，引导学生阅
读著名史学家的作品。 了解外国史学撰述和史学研究的多样性，使学生对外
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流派、方法、理论和传统 有所了
解，掌握当今世界史学的发展动态，从中汲取有益的学术滋养。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西方史学史导论（３ 学时）

２． 希腊罗马的史家、史学作品及史学特点（６ 学时）

３． 中世纪史学的兴起、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中世纪史学特点（６ 学时）

４．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史学著述、历史发展观和博学时代的史学（６ 学时）
５． 理性主义史学的史学著述、特点（３ 学时）
６． 近代历史哲学（３ 学时）

７．１８ 世纪末—１９ 世纪初的欧洲史学（３ 学时）
８． 近代传统史学的形成（６ 学时）
９．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３ 学时）

１０． ２０ 世纪西方史学的变化及特征（６ 学时）
１１．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６ 学时）
教学方式

１２． 西方史学发展的新趋势（６ 学时）

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和报告并举。 课堂教授 ６０％，阅读 ２０％，参与讨论

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闭卷考试 ６０％；读书报告 ３０％；讨论 １０％。
《 西方史学史》 ，作者：张广智。

《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作者：巴勒克拉夫；

《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作者：古奇；
《 全球史学史》 ，作者：伊格尔斯，王晴佳；

《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作者：保罗·科利；
《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作者：布克哈特；

《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 ，作者：韩震；《 新史学讲演录》 ，作者：王晴佳。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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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艺术史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 艺术史” 作为一门历史课程，是通过视觉与图像来进行历史研究以及与各人
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学科结合而进行的跨学科研究。 这门课程拟
将传统的艺术史学作通贯性的介绍，并对艺术史学的两个新的发展方向着重
展开论述：
其一是“ 形相学” 方向：即把“ 视觉与图像” 扩展到以各种历史和现实中的
物质、图像、视觉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数据，来对各种问题展开研究。 特
别是人类文明经历“ 图像学转换” 进入信息与图像时代之后，如何处理和理解
形相材料成为一个迫切的学术任务，形相学将讨论其原理、方法、技术和相关
学科规范和学科知识。
第二是“ 艺术学” 方向：通过艺术活动的研究，解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的
意义和作用。 艺术作为人类既区别于意志与思想，又区别于理智与科学的一
种活动，在人类精神结构和社会实践中发生作用、产生影响、造成后果，对其规
律与事实的研究成为艺术学的主要内容。 尤其在艺术超越了传统的艺术（ 绘

画、雕塑、建筑、工艺） 、进入了现代艺术新媒体新方法新观念之后，艺术不仅是
精神领域和社会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至今为
止对其定义和认识还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所以对其研究的概述也成为本课
程的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Ｔｗｏ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ｕｔ ｎｅｗ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ｓｔａｒｔ ｏｎ １，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２， ｎｅｗ ａｒｔ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了解西方美术的历史框架，初步掌握西方美术通史的基本常识，接触西
方美术史的学术史梗概和基本研究方法，学会查找和阅读原文文献，进而对于
西方美术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术的差异，学会分析作品和初步研究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０、 前言

一、 艺术史：什么是已有的艺术学：作为历史学（ 人文科学） 的艺术学

１． 什么是关于艺术的科学

（１） 作为哲学的艺术学（ 美学）

（２） 作为科学的艺术学（ 艺术史）

历史学系

８９

对于艺术作为精神现象的研究：艺术史 １（ 研究艺术现象本身的历史和意义） ；
对于艺术作为历史现象的研究：艺术史 ２（ 利用艺术现象和史料进行研究历
史） 。

２． 艺术史学史 （ 西方艺术意义上的学科概况，对艺术史作为学科合理性的分
析 图像研究详论归到 ２． ）

３． 超出“ 艺术史” 学科范畴的艺术（ 历史上与西方相对的中国和中西之外的其
他艺术）

（１） 中国艺术的第一古义

（２） 中国艺术的第二古义（ 泛东亚）

（３） 非西方意义上的其他艺术，所谓“ 中间方” （ 伊斯兰） “ 南方” （ 非洲、南美）
（４） “ 现代艺术” 发展之后的艺术（ 详论归到 ３． ）

二、 形相学：什么是应有的艺术学：作为视觉与图像研究的艺术学

１． 图像及其相关科学

（１） 图像作为符号（ 旧石器时代晚期图像 新石器图画成为语言的代码文字）
（２） 图像作为世界的表象（ 希腊古典）

（３） 图像作为征兆、符箓和记号（ 希伯来中世纪圣像和图像志）
（４） 图像作为科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５） 图像 现象学（ Ｈｕｓｓｅｌ， Ｈｅｉｄｄｇｇｅｒ， Ｌａｃａｎ）

（６ ） 图 像 学 （ Ｗａｒｂｕｒｇ，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 图 像 学 ） 附 论： 对 图 像 的 反 对 ｉｃｏ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７） 图像作为符号学（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Ｂｒｙｓｏｎ）

（８） 图像学转向（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Ｂｅｌｌｏｕｒ， Ｗｉｅｓｉｎｇ， Ｂｅｌｔｉｎｇ， Ｂｒｅｄｅｋａｍｐｆ）

２． 形相学论证与设想
（１） 形相学的结构

形相学的类型关系（ 八图说） ，形相学的组成关系（ 字划篇章说） ，形相学的分
层关系：图像分层一阶：观看、图像分层二阶：摄制（ 摄影和电影） 、图像分层三
阶：描绘、图像分层四阶：图解（ 图书说） 、图像分层五阶：符码（ 记号，符箓，象
征，隐喻） 、图像分层六阶：文字、图像分层七阶：心像（ 心理学意义） 。

（２） 形相学的性质 （ 图与词：图像与“ 语言学上的” 意义之间的关系）
（３） 汉画研究的部分成果

三、 艺术学：什么是可能的艺术学：作为艺术写作的艺术学（ 关于艺术的写作
和用艺术的方法写作【 但不是文学】 ）

１． 什么是艺术

（１） 经典艺术的终结和艺术史的终结
（２） 现代艺术的兴起：五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 对再现的突破 以塞尚为中心） ，第二次革命（ 对形象的突破 以毕
加索为中心） ，第三次革命（ 对作品的突破 以杜尚为中心） ，第四次革命（ 对分
界的突破 以博伊于斯为中心） ，第五次革命（ 对艺术的突破 以当代实验为中
心）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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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艺术的本体与本质

（１） 艺术的本体：ｗａｉ 论（ 性质）

对一般的概念（ 共同接受） 的理论批判 （ “ 艺术是（ …） ” ｗａｉ 论的艺术学性质的
表述，二次变现） ，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 ／ 地域中的艺术差异的揭示（ ｗａｉ 论的
分有，各自在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体现） ，艺术作为 ｗａｉ 论的变现（ 我 － 我，我 －
他，我 －它，我 －祂） ，艺术作为 ｗａｉ 论的归复（ 康德 － 尼采 － 福柯，本体艺术 “ 创
造即自我清除” ）

（２） 艺术的本质：三性：（ 作用）

艺术的非历史性 ／ 非科学性（ 对“ 艺术科学” 的根本怀疑） ，艺术的非思想性（ 对
艺术批评的双遣否定 自否原则） ，艺术的艺术性（ 情性） ，三性一身
（３） 艺术学作为第三种精神方式（ 形态）

物理学方式（ 以终极真理为中心） ，人口学方式（ 以组群差异为中心） ，艺术学
方式（ 以个别自由为中心）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讲座为主。 每讲布置部分文献阅读材料，并用考试的方式检查阅读
效果和成绩。 每次讲课之后，流出 １ ／ ３ 时段用于提问答疑。 并将具有普遍性
的问题诉诸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读书报告。

办法
教材

《 什么是艺术学》 ，作者：朱青生。

参考资料

《 艺术史》 ，作者：朱青生。

课程中文名称

历史论文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世界史

课程中文简介

历史学论文作为一种写作类别，与学生们早先已经熟悉的写作有较大的区别。
本课程为二年级以上的本科生开设，主要介绍历史论文的性质及其写作规范、
技巧与方法，为学生完成大学时期的论文写作任务和进一步向专业研究者方
向发展打下基础。 课程重视互动和练习，通过实例分析阐明原则。 课程的目
标是让学生对历史论文的主题选择、研究过程、材料组织、论证分析、写作布
局、基本规范和文章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了解，并能够通过练习实际应
用。

历史学系
课程英文简介

９１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ｏ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ｊｕｎｉ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ｙ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ｆ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ｓｓａ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ｗｏ： 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ｅａｌｍ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ｂｏｏｋ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ｙ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ｔｈｉｎｋ．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ｓｓａｙ ｏｒ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ｍｕｓｔ ｌｅａｒｎ．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共 １６ 周，每周 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什么是历史论文；第二讲 历史论文的选题：写作即思考；第三讲 史料
的类别与使用：基本史料与二手文献；第四讲 什么是“ 历史地思考历史” ；第五
讲 什么是“ 历史问题” ；第六讲 如何把问题变成研究；第七讲 学术史与问题意
识；第八讲 开始写作：确定题目；第九讲 组织材料与思路：论文的轮廓与叙述
的展开；第十讲 怎样突出论点：观点、材料以及二者间的对话；第十一讲 网络
资源与数据库的使用；第十二讲 历史论文的学术规范：常见的错误与问题；第
十三讲 历史论文的文笔与风格：艺术与科学的平衡；第十四讲 基本写作技巧：
让主题贯穿全文；第十五讲 写作过程中的与读者对话：论证与说服；第十六讲
论文的修改与定稿。

教学方式

本课程通过课堂教学，教学方法是教师讲授理论方法并展示分析实例，选课学
生参与讨论并独立分析实例，加上学期中与学期末的写作实践与分析。 本课
程为二年级以上的本科生开设，主要考虑学生经过一年级的学习，已大致了解
历史学学科与中学阶段的历史课教学主要有哪些不同，历史学有什么基本规
范和学科目标，而且二年级以后学生的许多课都要求写作论文，这时提供论文
写作训练就非常必要。 我们的训练方式主要是介绍历史论文的性质及其写作
规范、技巧与方法，作为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能够自己动手选题、收集史料、组
织论证并顺利写作。 这样就为学生完成大学时期的论文写作任务和进一步向
专业研究者方向发展打下一个基础。 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我们将重视课堂
教学环节的互动和练习，讨论将贯穿于每一节课中，要求学生对任何问题都用
于面对、发问并回答。 写作训练将通过大量实例分析来说明原理和理论。 课
程的目标是让学生对历史论文的主题选择、研究过程、材料组织、论证分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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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布局、基本规范和文章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了解，并能够通过练习实际
加以应用，独立写出合格的历史学论文。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课堂练习与学期末论文写作相结合，各占 ５０％。
《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作者：荣新江。

参考资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作者：Ｊｏｈｎ Ｈ． Ａｒｎｏｌｄ

课程中文名称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历史系本科专业必修课程，中英文双语教学。 本课程旨在加深同学们对于欧
洲历史的理解。 围绕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帝国的兴衰、日尔曼

民族侵入欧洲的影响、封建主义的性质、教皇格里戈利教会改革（ 政教之争） 、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性质、路德和近代早期国家的兴起、历史学家

罗伯特？ 斯克瑞布尼的大众文化研究、德国农民战争和欧洲现代政治的起源、
百姓的共和国等前沿专题，课程选编了历史概况、原始史料、学术争论三个方
面的阅读材料，在介绍外国历史学家（ 包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观点和方法的
同时，把学习者引入历史学研究的神圣殿堂。
课程英文简介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ｏｍ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ａｒ ｏｆ １５２５．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阅读英文史料和史学名著，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增强学生专业外语阅读水
平。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第一周）

２． Ｇｒｅｅｋ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第二周 第三周）

３． Ｒｏｍ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 第四周 第五周）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 第六周）
５．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 第七周 第八周）
６． Ｔｈｅ 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 （ 第九周 第十周）

７．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 第十一周）

８．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第十四周）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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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Ｗａｒ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ｎ＇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第十五周 第十六
周）

教学方式

讲授 阅读 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讨论和作业 ５０％ ＋期末考试 ５０％

办法
教材

《 外文名著选编》 ，作者：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课程中文名称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历史专业本科学生阅读并准确理解英文史学著作，所选教材
都是从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撰写的史学名著中节录的章节，内容涉及世界近现
代史相关话题及历史哲学、史学方法等。 学生应在课前对教材做深入的阅读
准备工作，课堂基本任务是逐句疏解文字，要求精确理解，并学习教材中相关
的历史知识。 本课程的基本特点是专业外语提升与历史知识积累的有机结
合，学生在课堂上有最主动的自主展现空间，有与教师进行直接互动的充分机
会，通过学习，将体会到一门真正的英文历史专业课应该是怎样的，掌握阅读
英文历史著作的基本方法，并学习大量一般历史课程接触不到的专业历史知
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ｌ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ｓｔ ｋｎ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ｄ ｔｅｘ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ｉｎ ａｓ ａ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ｗａｙ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ｓｔ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ｅｒｍ｀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ｗｈａｔ ａ ｔｒｕ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ｍｉｎｇｌ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ｌｅａｒｎｔ 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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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１． 引导本科学生阅读并准确理解英文撰写的历史著作，学会阅读，精确理解，
为今后用英文学习世界历史作基础准备；

２． 接触世界史学名著英文版本，学习更多的历史学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Ｇ． Ｗ． Ｆ． Ｈｅｇｅ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ｎ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３．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 ＩＩ

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５． 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６．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Ｌｏｕｉｓ ＸＩＶ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７．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ｏｂｏｕｌ，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８． Ｇｅｏｒｇ Ｇ． Ｉｇ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９． 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ｈ Ｍｅｉｎｅｃｋｅ，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１０．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Ｊ． Ｔｕｒｎ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１２．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Ｃ． Ｙ． Ｈｓｕ，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３．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ｎｉｎａ
１４． Ｗ． Ｈ．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方式

１５． Ｌ． Ｓ． Ｓｔａｖｒｉａｎｏ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Ｄａｒｋ Ａｇｅ

课前学生预习教材，课上疏通文字，所有学生都必须参与，逐句对课文进行理
解；教师指导阅读，与学生互动，形成讨论式的课堂气氛，并随时讲解与课文相
关的历史知识及其它知识。 课程中历史知识与文字理解交织一体，教师讲解
与学生理解交织一体，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历史专业英文阅读课。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练习：翻译与评论

办法

期末考试：随堂笔试

教材

评分比例：平时 ５０％，期中 ２０％，期末 ３０％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作者：钱乘旦。

参考资料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史 Ｂ（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 （ Ｐａｒｔ 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本科为一年级第一学期本科必修课，无先修课程要求。

历史学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９５

本课程是历史学系本科生的＂ 中国古代史＂ 专业基础课的第一部分，主要讲授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历史。 内容分四大部分：先秦部分、秦汉部分、魏晋
南北朝部分，制度史专题部分。 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了解这
段历史的基本史实，主要线索和重大问题，了解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等
方面的概况；学习此期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的学术论著、研究者和
最新学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 由此，为进一步学习中国古代后半段的历史，
以及各种断代史和专门史课程，为写作史学论文，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Ｘｉａ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 －Ｑｉｎ
ｐｅｒｉａｄ，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ｐｅｒｉａｄ， Ｗｅｉ， Ｊ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ｅｒｉａ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ｉ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ａｄ， ｉ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ｕｓ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教学基本目的

《 中国古代史 Ｂ（ 上） 》 为历史学系与中文系留学生为主要授课对象的专业必
修课，课程基本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的讲授，使留学生得以较为
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国古代从文明产生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的历史，并
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打下交好的基础，同时希望通过本
课的授课与自学，培养其学习方法与兴趣。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 中国古代史 Ｂ（ 上） 》 为历史学系与中文系留学生为主要授课对象的专业必
修课，主要讲述中国古代史史前史至魏晋南北朝史部分。 首先概要介绍所讲
内容的特点脉络与学习方法，随后以人类起源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开篇，进入中
国古史，先秦史部分重点讲夏商周三代历史概要与重要史事与制度，其中西周
制度与春秋战国的历史变革为重点。 秦汉史部分会从秦的兴亡讲起，接下来
以楚汉战争、汉初政治、汉武帝、王莽、两汉的土地问题、外戚宦官等，作为两汉
学习的主线。 最后是三国两晋与南北朝历史的概述，其中分裂与统一、胡汉之
争与民族问题等，均是关注的重点。 涉及这段历史的重大事件人物与典章制
度，以及这段历史所反映的新旧之变与演进趋势等，也会侧重介绍。
“ 中国古代通史（ 上） ” 教学大纲

导言：课程概论与学习要求（２ 学时）
第一讲：史前史（４ 学时）
第一节：最早的“ 中国人”
第二节：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节：传说中的古史
第二讲：夏商（４ 学时）

９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一节：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历史
第二节：商族的兴起与商朝的建立
第三节：商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
第四节：商代的文化
第三讲：西周（６ 学时）
第一节：西周王朝的兴衰
第二节：宗法、分封与等级制度
第三节：商周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讲：春秋（６ 学时）
第一节：从平王东迁到大国争霸
第二节：社会经济的变化
第三节：孔子与儒家学派
第五讲：战国（６ 学时）
第一节：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
第二节：从割据到统一
第三节：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
第四节：诸子学说与百家争鸣
第六讲：秦（４ 学时）
第一节：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
第二节：秦的灭亡与楚汉战争
第七讲：西汉（６ 学时）
第一节：西汉初期的政治
第二节：汉武帝
第三节：社会问题与王莽改制
第八讲：东汉（４ 学时）
第一节：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
第二节：农业的发展与田庄经济
第三节：东汉中后期的政治
第九讲：秦汉的思想文化（２ 学时）
第一节：今古文经学
第二节：《 史记》 与《 汉书》
第十讲：三国和西晋（６ 学时）
第一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二节：魏、蜀、吴政权的发展与衰亡
第三节：西晋的兴亡
第十一讲：十六国和北朝（４ 学时）
第一节：北方民族形势与十六国的兴替
第二节：北魏的建立与孝文帝改革
第三节：北朝后期的政权更替

历史学系

９７

第四节：北方的社会经济
第十二讲：东晋和南朝（４ 学时）
第一节：东晋的统治
第二节：南朝政权的更替
第三节：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十三讲：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２ 学时）
第一节：玄学与宗教
第二节：文学艺术的成就
第三节：科学技术的发展

另有期中考试及考试复习辅导答疑会占用 ４ 课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同时会布置作业，并鼓励课堂课下提问与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与期中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进行。 学生总成绩的评定采取平时学习表现

办法

（ 考勤、作业等） 与期中期末相结合的方式。 其成绩评定百分比分配如下：

１．平时学习情况、考勤及两次作业，占总成绩 １０％。
２．期中考试：占总成绩 ４０％。
教材
参考资料

３．期末考试：占总成绩 ５０％。

《 中国史纲要（ 增订本） 上》 ，作者：翦伯赞。

《 中国古代史纲（ 上） 》 ，作者：张传玺； 《 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 中国古代简
史》 ，作者：张帆。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古代史 Ｂ （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ａｒｔ ２）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将通过较为系统的讲授，帮助同学把握中国古代隋朝至鸦片战争 １２００ 余
年间的基本变迁线索和重大问题，以及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
等方面的必要历史知识；帮助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学
术论著、研究者和最新学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为进一步学习各个断代史和
专门史课程，进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打下基础。 通过讲授、作业与讨
论等多种互动形式，综合养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创新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Ｗｉ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ｅ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１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９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ｏ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Ｂｙ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较为系统的讲授，帮助同学把握中国古代隋朝至鸦片战争 １２００ 余年间的
基本变迁线索和重大问题，以及这段时期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族等方面
的必要历史知识；帮助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了解重要学术论
著、研究者和最新学术动态；培养专业意识，为进一步学习各个断代史和专门
史课程，进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打下基础。 通过讲授、作业与讨论等
多种互动形式，综合养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与创新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隋朝 －－大一统帝国的重建【 二学时】 第二讲：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二学时】 第三讲：唐代制度及其变迁（ 上） 【 二学时】 第四讲：唐代制度及其
变迁（ 下） 【 二学时】 第五讲：唐朝的开放态势【 二学时】 第六讲：从安史之乱
到五代十国【 二学时】 第七讲：两宋时期的基本历史线索【 二学时】 第八讲：契
丹王朝的兴衰与宋辽关系【 二学时】 第九讲：＂ 祖宗家法＂ 与宋朝制度（ 上） 【 二
学时】 第十讲：＂ 祖宗家法＂ 与宋朝制度（ 下） 【 二学时】 第十一讲：北宋中期的
内外形势与改革运动【 二学时】 第十二讲：金王朝的盛衰与宋金关系【 二学
时】 第十三讲：经济发展与都市繁荣【 二学时】 第十四讲：教育与学术发展的
新趋势【 二学时】 第十五讲：辉煌的科技文艺成就【 二学时】 第十六讲：从大蒙
古国到元王朝【 二学时】 第十七讲：元朝政治概况【 二学时】 第十八讲：元朝经
济、社会与文化【 二学时】 第十九讲：朱元璋与明初政治【 二学时】 第二十讲：
明朝中后期政治（ 上） 【 二学时】 第二十一讲：明朝中后期政治（ 下） 【 二学时】

第二十二讲：明朝边防与对外关系【 二学时】 第二十三讲：满族崛起与明清易
代【 二学时】 第二十四讲：清朝前期政治（ 上） 【 二学时】 第二十五讲：清朝前
期政治（ 下） 【 二学时】 第二十六讲：明清国家制度【 二学时】 第二十七讲：明
清经济与社会【 二学时】 第二十八讲：明清学术与文化【 二学时】 集体讨论 －－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中心议题：渐进与突变：８ 至 １８ 世纪的中国
讲授为主，助教辅导。

１．平时成绩（ 作业） ：４０％。 ２．期末闭卷考试：６０％。
《 中国古代简史》 ，作者：张帆；《 中国史纲要（ 增订本） 》 ，作者：翦伯赞。

《 元朝史》 上下册，作者：韩儒林；《 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明史》 上下册，作
者：汤纲、南炳文；《 清代全史》 第一至六卷，作者：王戎笙等；《 辽金简史》 ，作

者：李桂芝；《 隋唐五代简史》 ，作者：吴宗国；《 宋史》 ，作者：陈振；《 中国通史》 ，
作者：白寿彝。

历史学系

９９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历史文选 Ｂ（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系的《 古代汉语》 ，是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语言工具课。
教学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古代历史文献的能力。 教学内容，
分为文选、古汉语知识两部分，而以文选为主。 文选以经、史、子、集、考 古五
部文献为序，古汉语知识穿插文选之间。 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的原
则，讲授文选，其内容文、史并重；讲授古汉语知识，是将学生在文选 中学到的
字词、语法知识予以系统和深化。 整个教学活动，抓好课堂讲授、 课下作业、
段落总结三个环节：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传授古汉语知识与历 史文化知识；
通过课下作业与段落总结，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实际语言
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ｏ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ｇ
（ 经） Ｓｈｉ（ 史） Ｚｉ （ 子） Ｊｉ （ 集） ａｎ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基本目的：让本系同学通过一年的系统阅读和学习，能够获得充分的阅读
中国古代各类历史文献的实际经验，提高大家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并熟悉古
书体例，掌握最基础的文献知识，为以后进一步阅读和利用古代文献史料打下
坚实的语言和文献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学期（ 秋季 ９ 月 －－ １ 月） ：（ 每周 ４ 学时，共 ６８ 学时） 第 １ 周①绪论 ②史

部概述 ③《 史记》 ④《 史记会注考证？ 商鞅列传》 第 ２ 周①《 史记会注考证？
商鞅列传》 第 ３ 周 ①《 汉书》 ②《 汉书补注？ 食货志》 （ 上） 第 ４ 周十一放假
第 ５ 周①《 汉书补注？ 食货志》 （ 上） 第 ６ 周①《 汉书补注？ 食货志》 （ 上） 第

７ 周①《 三国志》 ②《 三国志集解？ 武帝纪建安十五年》 （ 节选） 第 ８ 周①《 资
治通鉴》 ②《 资治通鉴？ 肥水之战》 第 ９ 周①《 通鉴纪事本末》 ②《 通鉴纪事本
末？ 南越称藩》 第 １０ 周①《 明儒学案？ 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②《 通典？ 选
举三？ 历代制下 大唐》 （ 节选） 第 １１ 周 ①《 水经注》 ②《 水经注疏？ 晋水》 ③
《史通》 ④《 史通通释？ 二体》 第 １２ 周①子部概述②《 墨子》 ③《 墨子间诂？ 非

攻上》 第 １３ 周①《 庄子》 ②《 庄子集解？ 马蹄》 ③《 商君书》 ④《 商君书锥指？
修权》 第 １４ 周①《 韩非子》 ②《 韩非子集解？ 定法》 第 １５ 周①《 吕氏春秋》 ②
《 吕氏春秋集释？ 上农》 ③《 日知录》 ④《 日知录集释？ 姓 氏族》 第 １６ 周①

１０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日知录集释？ 姓 氏族》 ②《 韩昌黎文集校注？ 讳辩》 第 １７ 周①复习答疑②
布置期末考试 第 １８ 周期末考试（２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课堂练习、课外作业、助教辅导。

学生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办法：成绩评定分为四部分： １．出勤率及课堂提问：２０％ 。 ３．期中考

办法
教材

试：２０％ 。 ４．期末考试：６０％。

《 新编中国历史文选》 ，作者：何晋。

参考资料

《 辞源》 ，作者：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历史文选 Ｂ（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

开课单位

历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历史文选（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系的《 古代汉语》 ，是历史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语言工具课。
教学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古代历史文献的能力。 教学内容，
分为文选、古汉语知识两部分，而以文选为主。 文选以经、史、子、集、考 古五
部文献为序，古汉语知识穿插文选之间。 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的原
则，讲授文选，其内容文、史并重；讲授古汉语知识，是将学生在文选 中学到的
字词、语法知识予以系统和深化。 整个教学活动，抓好课堂讲授、 课下作业、
段落总结三个环节：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传授古汉语知识与历 史文化知识；
通过课下作业与段落总结，巩固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实际语言
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ｏ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ｉｎｇ
（ 经） Ｓｈｉ（ 史） Ｚｉ （ 子） Ｊｉ （ 集） ａｎ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让本系同学通过一年的系统阅读和学习，能够获得充分的阅读中国古代各类
历史文献的实际经验，提高大家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并熟悉古书体例，掌握
最基础的文献知识，为以后进一步阅读和利用古代文献史料打下坚实的语言
和文献基础。

历史学系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０１

第二学期（ 春季 ２ 月 －－ ６ 月） ：（ 每周 ４ 学时，共 ６８ 学时） 第 １ 周①上学期考试
情况②考古文献概述：甲骨文与《 甲骨文合集》 ③《 武丁卜辞一则》 第 ２ 周①
《武丁卜辞一则》 ②金文：《 曶鼎铭》 第 ３ 周①《 曶鼎铭》 第 ４ 周①帛书：《 战国

纵横家书》 ：《 苏秦自齐献书燕王章》 第 ５ 周①秦汉简牍：《 睡虎地秦墓竹简》 ：
《 仓律》 （ 节选） 第 ６ 周①敦煌文书：《 鸣沙石室遗书》 ：《 水部式》 （ 节选） 第 ７

周 ①经部文献概述 ②《 周易》 概述 第 ８ 周①《 周易本义？ 乾》 ②《 尚书》 概述
③《 尚书正义？ 牧誓》 第 ９ 周①《 尚书正义？ 牧誓》 第 １０ 周①《 诗经》 概述 ②
《 诗集传？ 七月》 第 １１ 周①《 诗集传？ 七月》 第 １２ 周①《 周礼》 概述 ②《 周礼
正义？ 大司寇之职》 第 １３ 周①《 周礼正义？ 大司寇之职》 第 １４ 周①《 周礼正
义？ 大司寇之职》 第 １５ 周①《 礼记》 概述②《 礼记正义？ 礼运》 （ 节选） ②《 左
传》 概述 第 １６ 周①《 孟子》 概述 ②《 孟子正义？ 寡人之於国》 ①《 尔雅》 概述
②《 尔雅注疏？ 释亲》 第 １７ 周①复习答疑 ②布置期末考试 第 １８ 周期末考试
教学方式

（２ 学时）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提问、课堂练习、多媒体演示、课外作业、实习参观、助
教辅导。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成绩评定分为四部分： １．出勤率及课堂提问：２０％ 。 ３．期中考试：２０％ 。 ４．期末
考试：６０％。

考古文博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考古学（ 上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ｇｅ）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分为概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与晚期四章讲授。 概论部分首先介绍
旧石器时代的概念、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特点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简史。 然后
依次介绍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地质背景；古人类的起源与进化的整体格局
与历史进程；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以及旧石器的制作、使用与分类等
基础知识。 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中国最早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中更新
世的南北方各地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发展情况。 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介绍过
渡阶段中国南北方各地的旧石器文化与古人类体质的承前启后特点。 旧石器
时代晚期重点讲授中国现代人及其文化的发展特点。

课程英文简介

Ｐａｌ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２．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考古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核心课。 通过课堂讲授和教学实习，要求
学生掌握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知识和方法，了解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
特征，人类体质特征的发展和演化，能进行一般的旧石器考古田野调查工作，
辨别真假石器，为进一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

１． 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知识（ 授课时间占总课时的 ４０％） ；

２． 中国旧石 器 时 代 文 化 与 古 人 类 发 展 的 简 要 历 史 （ 授 课 时 间 占 总 课 时 的
６０％） 。

第一讲

概论

１． 旧石器时代；２．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３． 与相关学科的联系；４． 中国旧石器时
代考古学的发展；５． 当前主要课题与发展方向。
第二讲

１． 地球与古生物发展简史；２． 第四纪的基本特征；３． 更新世中国的古环境；４．
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类与埋藏特点。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０３

第三讲

１． 人类起源与演化概论；２． 人类的化石近亲；３． 南方古猿；４． 直立人；５． 早期
智人；６． 晚期智人。
第四讲

１． 旧石器研究方法的历史与现状；２． 旧石器的制作；３． 分类与技术类型学；４．
使用与微痕分析；５． 拼合研究；６． 人工与非人工品的区别。
第五讲

１． 旧石器年代学；２． 旧石器文化的分期与分区；３．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时
空特点。
第六讲

１． 中国境内人猿超科化石的发现；２． 中国最早的人类；３． 最早的旧石器文化；
４． 中国最早人类与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第七讲

北京猿人及其文化

１． 周口店第一地点及其他早期文化发现简史；２ 地层、年代与古环境；３． 古人
类化石的发现与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４． 周口店旧石器早期文化的发展；５．
穴居、用火与直立人的行为特点。
第八讲

１． 金牛山人及其文化的发现；２． 庙后山遗址的发现与研究；３． 黄河中游地区
的发现：洛南盆地为主；４． 汾河流域；５． 泾川大岭上。
第九讲

１． 云贵高原旧石器早期文化；２． 汉水流域；３． 长江中下游；４． 岭南地区；５． 中
国境内直立人与旧石器早期文化发展的时空特点。
第十讲

１． 周口店 １５ 地点；２． 许家窑及泥河湾盆地的发现；３． 鸽子洞；４． 丁村；５． 大荔
人及其文化遗物；６． 织机洞及泾渭文化等发现与研究。
第十一讲

１． 云贵高原旧石器中期文化；２． 马坝人与长阳人；３． 露天遗址的石器工业；４．
洞穴遗址的石器工业；５． 过渡时期人类的体质与文化特征。
第十二讲

１． 山顶洞人及其文化；２． 海城仙人洞及其他洞穴遗址的发现；３． 北方东部露
天遗址的发现；４． 北方西部的小石器文化；５． 石叶工业的发现；６． 细石器文化
的发展特点。
第十三讲

１． 云贵高原晚期旧石器；２． 四川盆地的发现；３． 长江中下游区；４． 岭南地区；
５． 华南晚期智人的发现；６． 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发展。
教学方式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参观。 课堂讲授（ 占 ７０％） ，标本室与野外考察实习以及
参考文献阅读为辅（ 占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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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本课程的总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具体如下：闭卷考试 ８０％，小论文与实习报告

２０％。
暂无

参考资料

《 旧石器时代考古》 ，作者：王幼平。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考古学（ 上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１ － ２） （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中国考古学（ 上一） （ 旧石器时代考古）

课程中文简介

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系列课程的第二部分。 在这节课中，我们将介
绍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我们关注这些要点：

１． 东亚新石器文化的起源，特别是在中国。

２．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３． 一些学者根据材料的研究仍然存在，包括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农业的
起源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在复杂的社会中的艺术，对中
国文明的史前人类和史前宗教和精神文化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 ｗ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Ｗ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１．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ｂａ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ｒ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年代、分期、区系、农业起源以及各时期的社会有基本的了
解，对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社会复杂化的考古学材料有基本的认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概论———关于新石器时代（２ 学时）

２、 中国新石器时代年表与文化区系（２ 学时）
３、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早期） （３ 学时）

４、 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村落社会（ 中期） （７ 学时）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０５

５、 社会分化与早期文明（ 晚期） （１０ 学时）

６、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衰落与转型（ 末期） （５ 学时）

７、 欧亚视角下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其中名词解释约点 ５０ 分，问答题约占 ５０ 分。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仰韶文化研究》 ，作者：严文明；《 中国通史（ 第二卷） 》 ，作者：苏秉琦；

《 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作者：严文明；《 史前考古论集》 ，作者：严文明；
《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作者：苏秉琦；

《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 ，作者：社科院考古所；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考古学（ 中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２ － １）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中国考古学（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内容可参看“ 中国考古学（ 上） ” 的授课提纲，大致包括以下五个部
分。

１． 考古学文化谱系。

重点讲授与夏商周考古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年代、文化特征、主要发现
等。 重点讲授的考古学文化包括：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
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先周文化、西周文化，以及周代各封国文化等，简
略讲授夏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

２． 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简史。

重点讲授夏商周时期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历程，如夏文化探索、先商文化探
索、先周文化探索等。 在讲授这些研究简史的过程中，重点讲授各种学术观点
及其演变，所涉及理论、方法、前沿和现状的发展。

３． 古代城市和主要聚落的重大发现。

４． 从考古学文化到社会、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等。

５． 夏、商和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一部分穿插在以上四个部分。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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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简介

１．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Ｘｉａ，
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４． 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５．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Ｘｉａ， 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主要教学目的，能使同学：（１） 掌握夏商周考古的基本知识；（２） 了解夏
商周考古重大学术研究课题的学术史；（３） 了解与思考夏商周考古研究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概论（２ 学时）

１． 什么是夏商周考古；２． 夏商周考古的研究材料；３． 夏商周考古的研究方法
及其特殊性。
第二章

夏文化探索（６ 学时）

１． 问题的提出；２． 夏文化的含义；３． 探索夏文化的途径；４．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与研究；５． 夏文化探索的回顾与现状。
第三章

商代前期（６ 学时）

１． 早商文化的确定；２． 分期、分布与特征；３． 城址与重要聚落；４． 墓葬；５． 早商
文化的来源———先商文化探索。
第四章

商代后期（６ 学时）
１． 商代后期都城 －殷墟；２． 其他重要发现；３． 商代青铜器的分期与特征。
第五章

西周时期（６ 学时）

１． 文化分期与年代；２． 城址与宫室建筑；３． 墓葬与埋葬制度；４． 青铜器的分期
及其特征；５． 西周文化的来源———先周文化的探索。
第六章

东周时期（６ 学时）

１． 东周考古分期；２． 主要封国的考古工作；３． 埋葬制度及其变化；４． 青铜器的
分期与特征。
第七章

夏商周时期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４ 学时）

１． 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概述；２．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３． 西部地区青铜文化；
４． 东部地区青铜文化；５． 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６． 西南地区的青
铜文化。

教学方式

本课程教学方式主要有 ３ 种：

１． 课堂讲授。 由教员讲授基本知识，约占全部授课学时的 ８０％，即约 ２８ 课时。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０７

２． 课堂讨论。 由教员引导学生对重大学术问题及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
课堂讨论，约占全部授课学时的 ２０％，即约 ８ 课时。 课堂讨论穿插在课堂讲授
之中。

３． 课外阅读与读书心得写作。 该部分不占用课内时间，教员在课堂以外时间
进行单独辅导与答疑。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闭卷笔试。 考试时间为两小时。 试题类型有：识图、名词解释、简答、问答
等四类。 卷面成绩占期末考试总成绩的 ７０％。

２． 小论文一篇，不少于 ３０００ 字。 论文题目自定。 论文内容或是关于夏商周考
古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或是夏商周考古理论方法的讨论，或是夏商周考古书

教材
参考资料

籍的读书心得。 该项成绩占总成绩的 ３０％。
暂无

《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 ，作者：李伯谦；

《 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作者：李伯谦；
《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作者：邹衡；

《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续集，作者：邹衡。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考古学（ 中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４）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考古学（ 中一） （ 商周考古）

课程中文简介

秦汉时期（２２１ＢＣ －ＡＤ２２０） 历时 ４００ 余年，经历了秦代、西汉、新莽、东汉四个
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在制度建设、疆域拓展等方面均取得辉煌成就，为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课程将从都城建设、陵墓制度、手工业
发展、艺术实践、边疆拓展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系统介绍相关考古发现及最新研
究成果，分析秦汉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轨迹，探索物质文化的变迁与政治
制度之间的关联。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２１ＢＣ，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ｏｐｅｎｅｄ ｖａ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ｄ ｈｕ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ｏ ｆａｒ

１０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ｒｏｎｓ，
ｂｒｏｎｚｅｓ， ｌａｃｑｕｅｒ ｗａｒｅｓ，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课程，目的是系统介绍秦汉时期考古的重要发现
及相关研究进展，使同学较为全面地掌握秦汉考古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历
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秦汉考古绪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

秦代都城与陵墓（４ 学时）

第三讲

两汉都城（２ 学时）

第四讲

两汉帝陵（２ 学时）

第五讲

汉代诸侯王列侯豪强大墓（４ 学时）

第六讲

汉代中小型墓葬（２ 学时）

第七讲

汉代壁画、画像石与画像砖（２ 学时）

第八讲

秦汉铁器（２ 学时）

第九讲

秦汉铜器（２ 学时）

第十讲

秦汉漆器（２ 学时）

第十一讲

秦汉陶瓷器（４ 学时）

第十二讲

秦汉简牍（２ 学时）

第十三讲

秦汉周边地区少数民族考古（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外阅读与作业，情况许可时组织教学参观。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与期末笔试综合评定。 具体而言，期末闭卷笔试（ 包括名称解释和问

办法
教材

答题） 占 ７０％，平时成绩（ 考勤及作业） 占 ３０％。

赵化成、高崇文 等著《 秦汉考古》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０ 年。
参考资料

《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 汉代考古学概说》 ，王仲殊 著，张光直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汉英对照版） ；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

《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 孙机，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增订本） ；

《 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 三国志》 等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论著。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考古学（ 下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３ － １）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０９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考古学（ 中）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在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中，按时代顺序分门别类地系统讲
授该时期都城制度、墓葬制度的嬗变，以及有关手工业、宗教和中外交通的遗
迹、遗物的基本知识，并介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分析考古材料与社会政治、
文化之间的互动，使学生基本掌握该时期考古的基本常识及动态，具备今后进
一步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ｉ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ｍｂｓ，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ｒｕ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教学基本目的

讲授历史考古的基本常识，介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使学生掌握历史考古的
基本情况，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分两部分：

应学时分配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
第一章

绪说（１ 课时）

１． 历史概说；２．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３． 考古分区与分期。
第二章

城市遗迹（３ 课时）
－
１． 曹魏 北齐邺城的调查与复原探索；２． 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及外郭复原研究；
３． 吴王城和建康城；４． 地方城、军镇与边塞；５． 城市设计布局特征及其意义。
第二章

墓葬（４ 课时）

１． 帝陵的形制与陵园布局；２． 北方墓葬类型、分期及等级制度；３． 南方墓葬的
类型、分期及等级制度；４． 墓群与墓地问题；５． 墓葬的装饰和壁画；６． 随葬品
组合与变化。
第三章

手工业与商业（２ 课时）

１． 瓷窑的发现与青瓷的发展；２． 铜镜的谱系与货币种类；３． 漆木器制造业的
成就。

第四章

宗教遗迹（２ 课时）

１． 寺庙塔基的布局及其出土遗物；２． 石窟寺的分布、形制、造像、壁画的演变；
３． 其他宗教遗迹与遗物。
第五章

边远地区遗迹（２ 课时）

１１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 高句丽与鲜卑遗迹和遗物；２． 西北地区的遗迹。
第六章

中外文化交流遗物（２ 课时）

１． 罗马、萨珊、粟特遗物；２． 纺织、印染和对外贸易。
隋唐五代考古
第一章

绪说（０．５ 课时）

１． 隋唐五代时期历史与考古的特征；２．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３． 考古分区与
分期。

第二章

隋代考古（１．５ 课时）

１． 大兴城的发掘与复原；２． 大兴城的设计布局及其渊源影响；３． 隋代墓葬的
分区与分期；４． 隋代墓葬的墓壁装饰；５． 随葬品的组合与变化；６． 隋代瓷窑的
分布与制瓷业的发展；７． 铜镜、金银、玻璃、货币等手工及商业遗物。
第三章

唐代城市遗迹（２ 课时）

１． 唐代长安对隋大兴城的改变；２． 宫殿遗迹的布局及其特征；３． 东都洛阳城；
４． 唐代城市的等级制度；５． 里坊制度的渊源、发展和破坏；６． 唐代重要遗迹。
第四章

唐代陵墓（４ 课时）

１． 帝陵的陵园布局及其陪葬制度；２． “ 两京” 地区的墓葬形制演变与等级制
度；３． 墓葬随葬品摆放位置、组合、演变；４． 河西地区唐墓墓地布局、形制的特
点及渊源；５． 河东地区、辽东地区对唐墓制度的改变；６． 长江中、下游地区唐
墓形制的渊源；７． 南方唐墓的分区及区域特征；８． 唐代的壁画墓及墓壁装饰。
第五章

唐代手工业遗迹与遗物（２ 课时）

１． 窑系的形成及唐代制瓷成就；２． 重要窑址的发掘；３． 铜镜的谱系；４． 金银器
的分期与分区；５． 纺织、印染和漆木等工艺区域性发展。
第六章

唐代交通和商业遗迹与遗物（２ 课时）

１． 扬州城的兴盛与工商业的发展；２． 唐代货币的发展演变；３． “ 丝绸之路” 上
发现的有关外国遗物；４． 新疆发现的“ 联珠纹锦” 。
第七章

唐代边远地区遗迹（２ 课时）

第八章

唐代宗教教遗迹（１ 课时）

１． 突厥、回鹘、回纥遗迹；２． 渤海遗迹；３． 吐番、南诏遗迹。
１． 寺庙塔基的布局及其出土遗物；２． 石窟寺的分布、形制、造像、壁画的演变；
３． 其他宗教遗迹与遗物。
第九章

五代十国考古（１ 课时）

１． 帝陵的发掘与研究；２． 五代、十国墓葬；３． 瓷器窑系的发展与其他手工业成
就。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附以读书报告与教学参观相结合的形式，采用计算机教学。

学生成绩评定

读书报告 ２０％，闭卷考试 ８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考古文博学院
参考资料

１１１

《 隋唐考古》 ，作者：齐东方；《 魏晋南北朝考古》 ，作者：罗宗真；
《 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 ，作者：杨泓；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 下） 》 ，作者：宿白；
《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作者：宿白；
《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 ，作者：徐苹芳；
《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作者：郑岩；

《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 ，作者：沈睿文。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考古学（ 下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３ － ２）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考古学（ 下一） ，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以及中国古代史（ 下） ，即隋唐 － 明清

课程中文简介

历史。

中国考古学（ 下二） 是宋元明时期（ 公元 ９６０ － １６４０） 的断代考古。 通过对这一
时期遗存文物的考古研究，探索宋、元、明时期的发展规律。 这是对中国历史
考古学的一部分，属于中国考古学的最新阶段。 宋元明时期考古学的研究范
围包括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时期，以及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帝国有西
夏、于阗、回鹘、大理、西辽、黑汗王朝、西藏的以古格王朝为代表的地方政权等
边境王朝。 这一时期的遗迹和遗迹遍布全国。 在这个考古阶段中国的重要性
是其中最重要的意义。 由于中国海运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许多
中国产品在其他国家也很受欢迎。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很活跃；这一
现象引发全球关注。 在宋、元、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最后阶段，在政治
上，朝廷是主要的执政者，经济上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新儒学在这一时期也日
趋成熟。 本课程以这一特殊时期为中心，介绍和讨论了宋、元、明在考古研究
发掘项目中的文化发现和研究成果。
本课程有绪论部分，以及一个一个朝代的考古介绍和讨论。 绪论部分重
点分析了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特点，强调了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转变。
宋代考古、辽代考古学等不同朝代的考古，介绍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概况
和时期的年代学。 对城市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包括资本、王朝的地方和军队的
城市） ，墓地和墓葬（ 包括皇陵墓葬和平民墓葬，官员） ，仍然和手工业古董、采
矿、冶金、交通运输。 这些考古资料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和艺术，以及技术
交流内容之间的中国和外国文化。 在相应章节的结论，总结了考古学的历史
背景、特点、城市规划、国家的发展。 考古作品中的大量照片将在课堂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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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专题展览也将向学生介绍。
通过这门课，学生将对宋、元、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相应的
基本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 此外，通过现有的考古资料和研究，学生将了解考
古成果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制度、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工业、交通运输、艺术成
就的发展。 本课程将有助于激发学生在考古中建立所需知识的愿望和兴趣。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３ － ２）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９６０ － １６４０

Ａ．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 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ｎ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Ｌｉａｏ， Ｊｉ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ｉ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ｅｓｔ Ｘｉａ，
Ｙｕｔｉａｎ，Ｈｕｉｈｕ，Ｄａｌｉ， Ｗｅｓｔ Ｌｉａｏ， Ｈｅｉ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Ｇｕｇ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Ｒｕ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ｗｅ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ａｎ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ｒａｉｓ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ｕｌｅｒ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Ｎｅｏ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ａｔｕ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ｏｗ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Ｍｉｎｇ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ｔｒｏｕｇｈ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ｙ ｏｎ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ｔ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ｉａｌ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ｂｕｒｉａｌｓ ） ，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ｓｕｍｓ ｕｐ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ｈ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ｔ’ 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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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ｗｌｙ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ｗ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教学基本目的

中国考古学（ 下二） 是宋元明时期的考古课程，是历史时期断代考古的课程，
通过讲授考古调查、发掘发现的宋元明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相关的研究工
作，使学生们了解宋元明考古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研究方法及相应的基础
知识。 进而通过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初步了解考古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
政治制度，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工艺水平、艺术
成就和组织结构等社会问题。 学生通过此课程，为将来的专门研究建立志向
和兴趣并获得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体系。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包括序论和按朝代区分的内容。 各个朝代的内容包括了城市遗迹（ 包括
都城和地方城市及军事遗迹） 、陵墓和手工业遗迹、遗物和文化艺术的遗存等

内容。 在相应章节中总结宋元明考古的历史背景、特点和研究方法的新情况；
宋元明时期都城发展的规律，地方城市的类型和布局，手工业的总体发展和体
系等。
学时分配：

宋元明考古的特点和研究方法（４ 学时） ；北宋考古（６ 学时） ；
南宋考古（６ 学时） ；辽金元明各代都城（４ 学时） ；

辽金元明各代陵墓（４ 学时） ；宋元明时期的手工业（４ 学时） ；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宋元明时期的文化（４ 学时） 。

课堂授课为主，少量结合参观和研讨。
主要以闭卷考试为主，占总成绩的 ７０％，辅以平时的读书报告、研究作业及课
堂听讲和互动情况，占总成绩的 ３０％。 要求学生掌握宋元明时期的基本考古
理论的方法，了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教材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考古学》
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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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宋元明考古》 ，作者：秦大树；《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 ，作者：徐苹芳；
《 白沙宋墓》 ，作者：宿白。

课程中文名称

田野考古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ｅ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通过介绍田野考古学史、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以及资料刊布
这五项内容，使学生对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田野考古技术的基本理
论与方法有基本的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１． 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２．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３． Ｈｏｗ ｔｏ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４．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ｃ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ｈ．
５． Ｈｏｗ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对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基本的了解，并初步掌握田野考古
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日后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由于考古学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和学术发展各有特点，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

绪论（２ 学时）

区定义田野考古工作的内容范畴有所不同，中国考古学习惯上把考古调查、发
掘、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直至刊布资料都作为田野考古的工作内容。
田野考古是所有考古学的基础。 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产生就是建立在田野考古
工作之上的。 考古学研究所需资料主要通过田野考古获得，考古学的进步也
有赖于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 另一方面，随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对田野
考古所提供的资料之数量、质量、种类不断有新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田野考古
的发展。
为了保证田野考古工作规范和所获资料科学系统，必须对田野考古工作的技
术体系进行研究，即田野考古学。
第二章

考古调查（６ 学时）

考古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确认遗址，即是为以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进行
准备，同时调查所得资料因为具有覆盖面大的优势，可用于一些宏观问题的探

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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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因而也是一种研究手段。 此外，调查也常常作为了解掌握遗产资源状况的
技术途径。
不同学术目的组织的调查，其技术方法有所不同，但现代考古学所实施的各种
调查都是由全覆盖式调查方法变通而来的，因此，全覆盖式调查方法是本章讲
授重点。
考古调查的工作内容可按工作流程分成两个阶段的内容，首先是发现和确认
遗址，然后是对遗址的详细勘察。
第三章

考古发掘（８ 学时）

考古发掘依据的原理是考古地层学。 最初的考古地层学是针对遗址的文化堆
积中各个遗迹单位之间的年代顺序关系的解释，据此指导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获得能够解决考古资料年代学问题的系统资料。 随着考古学研究目的向古代
社会复原的深化，了解和把握遗址的空间结构成为关键，地层学的研究内容也
发生变化。
人为原因形成的堆积叫做文化堆积或者文化层。 文化层是由各种遗迹积累而
成的。 在考古现场，可以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将其区别辨认出来，分别发掘清
理。 清理作业应严格按照这些遗迹累积起来的时间顺序的逆向进行，即首先
清理时间上最晚的单位，依次进行，最后是最早的遗迹单位。 任何遗迹单位的
建造都是当时人们依托的一个地面上进行的，这个地面又叫活动面，上面保留
了一个时期之内人们构造的各个遗迹，发掘中找到和把握住这个地面，就找到
了复原一个时间内遗址的空间结构的直接证据，这个结构上包含了当时人们
各种行为的信息，因而是非常重要的作业环节。 当聚落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
聚落结构也随之变化，找到这个聚落结构发生改变的地面，可以对遗址文化堆
积进行分期，因此，这个地面又称“ 关键面” 。 人们每构建一个遗迹，理论上都
有其建造、使用、和废弃的环节，分别留下堆积物，称为堆积单位，反之，清理一
座遗迹时，辨认出这些堆积单位，也就复原了该遗迹的整个“ 寿命” 过程及其
所有相关的人们活动内容。 因此，一个堆积单位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一次
完成的最小单位。
考古发掘按照“ 探方法” 进行。 发掘所用的技术系统分发掘、取样和记录三个
子系统。
第四章

资料整理（８ 学时）

发掘资料的整理有其严格的工作流程。 在完成各种遗物的清理、包装、复原、
测绘和登录之后，要对考古资料进行分类。 考古资料的分类与提取资料中蕴
含历史信息的分类相关联。 因为信息的多样性，分类也有许多角度。 考古资
料的相对年代问题是考古学最早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发展起来的
考古类型学是较为成熟的一种分类方法。 它研究的是遗物形态发生变化的原
因、过程，据此指导该从这个角度的分类整理。 现代考古学为全面复原探讨古
代社会，还需要从许多不同角度分类整理考古资料。 不同角度分类通常配伍
不同的自然科学现代分析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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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整理出的资料已经按照各自的性质、种类建立起相关性，它们之间的相关
性则通过其在出土地层单位中的共存关系联系起来。 因此需要按照这种共存
关系构建田野考古资料信息库。
第五章

考古资料的刊布（６ 学时）

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编写；资料刊布的其他形式。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讲授过程中，根据进程，参观考古工地现场，参观考古资料室，观摩考古资料和
初步了解器物绘图、记录的技术方法等。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闭卷考试。

试题一般有简答题（２ ～ ４ 题，从中选择 ２ ～ ３ 题） 、问答题（ ２ ～ ３ 题，选 ２ 题） 所
占比例分别为 ４０％、６０％，重点在于考察学生对田野考古技术体系及其基本原
理的理解。

教材

无

参考资料

《 考古工作手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作者：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颁布。

课程中文名称

田野考古实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ｅ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田野考古学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田野考古基础实习课程。 目的是为了
使有一定考古学基础知识的学生真正了解如何获得考古学资料的田野方法和
技术以及初步整理、分析实物资料的方法。 本课程实习的地点设在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新石器商周教研室的考古学发掘实习基地，目前有三处，一处在
河南省邓州市八里岗，一处在陕西省岐山周公庙，一处在山东东平陵城。 隔年
分别重点发掘新石器、商周时期和秦汉时期的遗址。 实习基地有良好和完备
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本课程的周期为一个学期，分为两个阶段。

课程英文简介

Ｆｉｅ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ｔｅ．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ｓｐｅｎｔ ａ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ｎｄ， ｓｅｒｖｅｙ，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ａ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ｓｉ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考古文博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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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一门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田野考古基础实习课程。 目的是为了
使有一定考古学基础知识的学生真正了解如何获得考古学资料的田野方法和
技术以及初步整理、分析实物资料的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实习的地点设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石器商周教研室和汉唐考古

应学时分配

教研室的考古学发掘实习基地。 这样的实习基地目前有三处，一处在河南省
邓州市八里岗，一处在陕西省岐山周公庙，一处在宁夏固原。 隔年分别重点发
掘新石器、商周时期和汉唐宋元时期的遗址。 这三处遗址均已经过详细调查
和局部发掘，可以保证学生实习。

实习基地有良好和完备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可以满足至少 ４０ 名学生一个

学期的生活和学习。 学生将被要求在教师指导下参与部分的自我生活管理和
工地工作管理，如参加伙食管理、民工管理、出土器物管理等。
本课程的周期为一个学期，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
为期一周左右的田野调查实习，要求同学进行实地的遗址调查，学习发现遗
址、遗址地面踏查、采集遗物、使用 ＧＰＳ 测量遗址地形和遗迹、记录调查内容
等全部田野调查的方法。 二是为期两个月左右的田野发掘实习，实地参加遗
址的发掘，每个同学负责一个发掘单元（ 可能是探方） 的发掘清理，学习田野
发掘操作方法的全部过程，包括清理地层堆积、采集遗物、测量、绘图、记录、熟
悉田野数据库等项内容。 第二阶段是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室内整理，学习遗物
的清洗、编号、分类、年代学排队、专项研究、器物绘图登记以及编写发掘报告
的方法。 最后每位参加课程的同学必须在教师指导下完成遗址相关发掘区域
的考古发掘报告。
本课程也有部分的室内授课时间，但时间需要现场确定，穿插于各个学习
阶段之间。 室内课程一般占用下雨天气时间或者晚间。
教学方式

野外实习，现场指导。

学生成绩评定

根据实践中完成的成果和日常工作态度分别加权综合评定。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科技考古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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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讲授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包括各种年代学方法，物理和化学分析
方法应用于文物材质、制作工艺和文物产源研究，生物技术在考古学研究领域
中的新进展等。 关注学科的前沿动态，不断将最新研究成果加入教学内容，开
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实例，使学生了解现代科技的一些基本
原理，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范围，及时掌握最新考古科技动态，开阔学生视野，提
高学生的科技素养，帮助学生建立文理兼修的考古学学术体系。

内容提要及相

一、 测年技术（１０ 学时）

应学时分配

对考古的地层和相关的文物提供绝对年代是考古学中至关重要的技术，这些
技术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树轮年代学，热释光测年技术，光释光测年技术，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技术，钾氩测年技术等。
二、 文物研究技术（８ 学时）
有各种不同的物理、化学、材料分析方法被用于文物材质分析，以揭示文物的
材料的元素组成、矿物组成、工艺、产源等方面的信息，并进而探讨古人的手工
业生产、贸易和交流等。 这些技术包括：Ｘ 射线衍射、Ｘ 荧光光谱、电感耦合等
离子光谱和质谱，扫描电镜，傅立叶红外光谱等。
三、 文物产地研究（８ 学时）
文物产地研究主要解决文物材料的来源，特殊材料的文物的长程贸易和交换
系统等。 相关的技术包括：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 －质谱、中子活化分析、铅
同位素分析等。

四、 同位素质谱分析技术（２ 学时）
铅、锶、氧、碳、氮等同位素的分析可以用于古人食物结构、迁徙和出生地等方
面的研究。
五、 生物技术（２ 学时）
基因分析技术可被用来研究人历史，这方面的研究包括：考古遗存（ 人、动物、
植物） 中 ＤＮＡ 的提取复原研究，以研究人类起源、族属亲缘关系，以及人对动
物和植物的利用情况等。
六、 总结、考试（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包括实验室参观。 其中课堂讲授有四分之一
为专题报告的形式。 要求学生课下有大量的文献阅读。

考古文博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１１９

读书笔记、作业（３０％） ，期末考试综合评定（７０％） 。
《 科技考古学》 ，作者：陈铁梅。

参考资料

《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作者，科林·伦福儒。

课程中文名称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帮助学习者理解博物馆陈列的性质和特点，了解和学习博物馆陈列内
容设计的主要步骤、技巧和工具，学习撰写博物馆展陈设计大纲和展览说明文
字，评价陈列效果，对各种类型的陈列设计进行分析和评判。 课程教学方法包
括课堂讲授、专题研讨、展陈观摩、阅读资料和学习笔记。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ｅｌｐｓ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ｌａｂｅ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ｐｅｒｓ．
教学基本目的

理解博物馆陈列的性质和特点，掌握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的程序和技巧，评价
陈列效果，对各种类型的陈列设计进行分析和反思。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理解博物馆陈列（１６ 学时）

博物馆陈列，博物馆陈列简史，博物馆陈列类型，博物馆陈列要素 ，陈列筹备
和布置过程：程序，主要业务，标准和规范，人员职责，陈列设计工作伦理：知
识、展品、观众；争议话题
二、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１４ 学时）
内容设计的任务及目的，陈列主题，内容结构，说明撰写，陈列内容文本，陈列
预算
三、 博物馆陈列评估（２ 学时）
前置评估、形成性评估、总结性评估，评价体系、评估方法、评估报告。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讲授 ２８ 学时，实验 ４ 学时。

课堂出勤 １０％，参观作业 １５％，阅读作业 １５％，期末笔试 ６０％。

１２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授博物馆陈列设计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陈
列设计基础的练习，内容包括陈列设计的空间概念、手绘技法及电脑作图。 第
二部分是陈列设计的运用，将结合实体展览，对建筑、陈列空间分析与营造、平
面综合设计、３Ｄ 设计软件的应用以及施工组织等陈列设计过程中涉及的各项
组成部分学习和实践。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讲授与练习获得博物馆陈列艺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绘画及绘图的基本能
力，能够传达自己的设计意图和有较为直观的表现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陈列设计基础（３ 周 １２ 课时）

１． 设计透视原理：①平行透视；②成角透视；③三视图；④轴侧图。
２． 陈列设计的空间概念、手绘技法及电脑作图。

３． 专题展览设计（ 平面图、立面图、结构图、版式图） 。
二、 陈列设计运用（６ 周 ２４ 课时）

１． 建筑空间分析，陈列空间分析（ 展示空间效果图） 。
２． 展示空间营造 －节奏与韵律（ 展墙、景观、模型及多媒体设计、轴侧图） 。
３． 平面综合设计（ 版式效果图，送审稿，平面的三维效果） 。
４． 辅助设计、美术创作及施工组织。
５． ３Ｄ 设计软件的应用基础

三、 专题讲座（ 重点博物馆陈列艺术案例分析，临时安排）
四、 机动（１ 周 ４ 课时） （ 博物馆教学实践）

考古文博学院
教学方式

１２１

主要以课堂讲授博物馆陈列艺术的基本知识，传达展示设计理念，训练设计形
象思维，获得艺术表现技法，培养亲自动手能力，通过循序渐进地阶段性教学，
以课堂提问和解答、陈列案例解析、博物馆参观实践和每一个单元的设计基础
训练，从而全面掌握陈列设计的艺术规律。 课堂讲授约占 ６０％，课堂作业及辅
导约占 ３０％，博物馆考察约占 １０％。

学生成绩评定

学生的成绩评定主要以每一个单元的课题练习来检验学生能否达到教学的基

办法

本要求，能否较顺利完成作业，关键在于举一反三，有无设计创意和鲜明个性。
通过练习将逐渐积累陈列艺术所必备的基本造型能力，学期末的最后一次的
设计作业将较全面地反映整个教学的综合性要求，所有的基础训练在这里都
可以得到检验。 第一学期的设计作业为自选题目，第二学期为命题，目的是先
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由易而难，最终完成陈列的目的性要求和限制范围内
的设计创新。 学期成绩评定平常作业练习占 ４０％，学期末专题展览设计占

教材

６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鉴赏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从文物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精选了多件国宝级文物，
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到元明，涵盖：陶器、铜器、玉器、瓷器、书画等类别。 通过一
件件具体的文物来了解文物承载的文化及历史。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ｓ：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ｂｒｏｎｚｅ， ｊａｄｅ，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希望通过本课程同学们学会以物读史的方法和视角，学会对物的多维度诠释。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主要从文物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精选了多件国宝级文物，

应学时分配

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到元代，涵盖：陶器、铜器、玉器、瓷器、书画等类别。 希望通
过本课程同学们学会以物读史的方法和视角，学会对物的多维度诠释。 本课
程分为五部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商周时期的艺术、汉代的艺术、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艺术、唐宋元明时期的艺术。 共 １４ 讲，每讲两学时。

１２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一部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
第一讲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之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 国家博物馆藏） 、陕西华县

鹰鼎（ 国家博物馆藏） 等
第二讲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之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国家博物馆藏） 、马

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国家博物馆藏） 等
第三讲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之良渚出土玉琮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藏） 等
第二部分：商周时期的艺术
第四讲

商周时期的艺术之商铜立人像（ 三星堆博物馆藏） 、西周晋侯鸟尊

第五讲

商周时期的艺术之西周虢季子白盘（ 国家博物馆藏） 、何尊（ 陕西宝

（ 山西博物院藏） 等
鸡青铜博物院藏）
第六讲

商周时期的艺术之西周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西周大盂鼎（ 国家

博物馆藏）
第七讲

商周时期的艺术之战国中山王铁足铜鼎 （ 河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曾

侯乙编钟 （ 湖北省博物馆藏）
第三部分 汉代的艺术
第八讲

西汉长信宫灯（ 河北省博物馆藏） 、西汉齐王墓青铜方镜 （ 山东省淄

博博物馆藏） 等
第九讲

东汉 马王堆一号墓 Ｔ 型帛画（ 湖南省博物馆藏） 、汉至魏晋“ 五星出

东方” 护膊 （ 新疆博物馆藏） 等
第四部分
第十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

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 敦煌研究院藏） 西晋神兽纹玉樽（ 湖南省博物

馆藏） 、南朝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南京博物院藏） 等
第五部分

唐宋元明时期的艺术

第十一讲

唐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三彩骆驼载乐

第十二讲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 故宫博物院藏）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

第十三讲

唐昭陵六骏石刻（ 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 ４ 幅） （ 西安碑林

第十四讲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 五代（ 故宫博物院藏） 、张择端《 清明上河

俑 （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瓶、（ 南京市博物馆藏） 、北宋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故宫博物院藏） 等

博物馆藏）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１ 组） （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等

图》 北宋（ 故宫博物院藏） 、怀素《 苦笋帖》 卷 （ 上海博物馆藏） 、冯承素摹王羲
之《 兰亭序》 卷（ 故宫博物院藏） 等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 ９０％，文献阅读 １０％。

期末论文：任选一件文物进行独立研究写成论文，不少于 ３０００ 字。
暂无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２３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研究与鉴定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史

课程中文简介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礼乐生活（ 即心的生活） 。 古代
文物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我们祖先礼乐生活的主要用具。 因此中国古

代文物的基本特质就是“ 器以藏礼” ，礼器就成为中国古代文物的主要构成。
本课程从中国文化角度概要阐述了古代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玉器（ 礼天道自

然神的主礼器） 、青铜器（礼人道祖先神的宗庙礼器）和碑刻、印玺以及古代书画
的特质、功用、类别及各类形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等，从而以点带面地使学生
对古代文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文物鉴定是文物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ｓ ａ 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ｅｌｉｃ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ａｄｅ ｗａｒ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ｗａｒ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ｕ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ｓ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Ｓ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质和主要构成。 了解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和鉴定的
一般原理和主要方法。 从而进一步理解和感知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节 导论———“ 述而不作” 与“ 君子不器”
第二节 文化与文物

１． 文物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和物质载体；２． 礼乐文化与“ 心” 的生活；３． 古
代文物的基本特质和主要构成。

（１） “ 器以藏礼” 是中国古代文物的典型特征
（２） 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主要或核心构成

４． 文物研究和鉴定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方法
第三节 古代玉器

１． 古代玉器的文化意义；２． 古代玉器的基本类别；３． 古代玉器的发展演变；４．

１２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古代玉器鉴定。
第四节 古代青铜器

１． 古代古代青铜器的文化意义；２． 古代青铜器的分类；３． 古代青铜器的分期；
４． 古代青铜器鉴定。
第五节 古代碑刻

１． 古代碑刻的文化意义；２． 古代碑刻的分类；３． 碑刻的起源和发展；４． 古代碑
拓鉴定。

第六节 古代印玺

１． 古代印玺的文化意义；２． 古代印玺的起源和流变；３． 古代印玺的形制和类
别；４． 古印玺鉴定。
第七节 古代书画

１． 中国书画道（ 意义） 器（ 技术） 说；２． 古代书画的发展流变；３． 古书画鉴定。
教学方式

鉴于本课的特点（ 旧称古物学） ，本课程坚持以课堂讲授传统教学方式为主，
并尽量参用现代新的教学手段，结合图像和实物观摩进行教学。 期中安排一
次教学参观（ 赛克勒博物馆）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１． 期末课堂闭卷笔试；

２． 参考平时学习，特别是课堂提问和讨论的情况。
暂无

参考资料

《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 ，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课程中文名称

博物馆教育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为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专业必修课程，授课内容包括对博物馆教育和
教育学思想的整体介绍，以及博物馆教育史、博物馆教育活动和博物馆教育的
相关话题的专题研究三个部分。 课程总共分为七讲，原则上每两周一讲。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ｅｆ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学习博物馆教育领域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
培养学生在博物馆教育领域的策划、评估和研究能力。

考古文博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一、 为什么要研究“ 博物馆教育”

１２５

导论（ 两课时）

二、 博物馆教育研究的主要框架
三、 西方主要教育思想
第二讲

博物馆教育史（ 两课时）

一、 西方博物馆教育史
二、 中国博物馆教育史
第三讲

博物馆教育活动（ 三课时）

一、 博物馆讲解与阐释
二、 多元化的博物馆教育形式
三、 策划、组织和评估：三阶段和战略性思想
四、 博物馆志愿者
第四讲

展教结合与传播论（ 一课时）

一、 传播理论对博物馆展览的影响
二、 展教结合的含义与实践
第五讲

面向特定人群的博物馆教育（ 二课时）

一、 博物馆儿童教育
二、 博物馆与特定社群
第六讲

博物馆观众研究（ 二课时）

一、 观众研究发展史
二、 观众研究的方法、成果与局限
第七讲

博物馆教育的延伸（ 二课时）

一、 博物馆与媒体
二、 博物馆文创
最后一课时由学生课堂报告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最后一堂课讨论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报告 ３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论文 ７０％
无

《 博物馆与教育：目的方法及成效》 ，艾琳·胡珀 － 格林希尔著，蒋臻颖译，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

课程中文名称

博物馆实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ｕｓｅ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１２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学概论，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习者通过参与博物馆各项基本业务工作实践，包括博
物馆管理、藏品管理、展览陈列、博物馆教育等，使学生掌握博物馆基本业务流
程、规范要求，能够独立从事博物馆基本业务。 教学主要采取实际操作、小组
讨论、读书报告等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ｖ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ｏ ｍｕｓｅｕ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ａｎｄｓ －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ｍ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博物馆实习使同学们对学过的博物馆学理论进行梳理和应用，初步熟悉
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展览，博物馆运营管理等核心业务工作
的内容及流程，学会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次：课程概况（３ 学时）

课程安排、博物馆概况、组织结构和人员编制、博物馆运营管理等。
博物馆实习要求、参观博物馆及库房。
模块一： 藏品管理（１８ 学时）
藏品管理规章、藏品登录、藏品档案编写、数字信息采集、藏品搬运、藏品排架、
库房管理、藏品预防性保护、藏品研究
模块二：博物馆教育（３ 学时）
教育资源、教育方案、教育项目评估、博物馆对出版物的利用、博物馆宣介活动
等、博物馆志愿者管理与培训
模块三：博物馆展览及博物馆综合实践（２１ 学时）
熟悉展览流程：博物馆展览策划、展览方案编写、展览文字编写、展览设计、布
展和评估、展览合同与保险等、博物馆光环境、文物影像信息采集、博物馆网
站。
最后一次课（３ 学时）
实习总结及作业汇报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讲授 ２０％、讨论 ２０％、报告 ５％以及动手实践 ５５％。

博物馆综合实践 ８５％（ 考勤 １０、作业 １５、实践 ６０） ，期末论文 １５％

作业：展览介绍 ＰＰＴ（４５ 分钟） 从展览内容及形式设计、文创及宣传教育活动
等进行综合评介。

教材

论文：实习总结 ３０００ 字以上。
《 物与识》 ，作者：宋向光。

考古文博学院
参考资料

１２７

《 美国博物馆国家标准及最佳做法》 ，作者：美国博物馆协会；
《 经营博物馆》 ，作者：博伊兰。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对考古及文物样品的显微观察和描述是进行文物保护及科技考古研究的基
础。 由于样品涉及种类庞杂，因此要求研究者对各种显微观察方法，制样手
段，常见样品材质的典型结构，以及相应的科学表述方式具备基本而广泛的了
解。 本课程选择考古及文物样品中最常见的木材、纤维、岩石、陶瓷、颜料、硅
藻、孢粉、植硅石等种类，结合生物学、木材学、岩石学、陶瓷工艺学、环境考古
学等多学科基础知识，讲授样品的典型显微形貌及观察描述要点；并以理论课
与实验室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讲授体视显微镜、生物显微镜、偏光显微镜、矿相
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的原理和使用。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ｉ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２ －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ｌｅａ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ｏｏｄ， ｆｉｂｅｒ，
ｒｏｃｋ，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ｄｉａｔｏｍ， ｐｏｌｌｅｎ， ｐｈｙｔｏｌｉｔｈ， ｅｔｃ． Ｂｙ ｂｏｔ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ｂ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１． 熟悉光学显微镜的结构及各种观察模式。

２． 认识木材、纤维、岩石、陶瓷、颜料等常见文物材质，以及硅藻、孢粉、植硅石
等考古遗址中常见微观成分的典型显微结构特征。 掌握相应的样品制备、观
察分析以及描述方法。

３． 了解电子显微镜的原理、种类以及观察模式，认识其与光学显微镜的互补
性。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绪论；光学基础；

第 ２ 周：光学显微镜的结构、性能及观察模式；
第 ３ 周：孢子与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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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周：硅藻、植硅石、淀粉粒；
第 ５ 周：木材；
第 ６ 周：木材；
第 ７ 周：木材；

第 ８ 周：植物及动物纤维；

第 ９ 周：期中考试（ 闭卷） ；

第 １０ 周：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
第 １１ 周：颜料；
第 １２ 周：岩石；
第 １３ 周：岩石；
第 １４ 周：陶瓷；

第 １５ 周：骨、牙、贝；

第 １６ 周：电子显微镜简述。
教学方式

本课程全部为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出勤及随堂测验 １０％；期中考试（ 闭卷）４０％；期末考试（ 闭卷）５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保护材料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材料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文物组成材料的结构、性能与损害机理，文物保护材料性能与
应用。 内容主要包括文物的定义分类、文物保护科学内容，保存环境对文物材
料的作用，高分子基础，文物清洗材料、粘接材料、封护材料，修补加固材料等
常用文物保护材料的性质与应用，并解析各类材料在文物保护修复实践中的
应用实例。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ａｉｌｙ ｕｓ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ｆａ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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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ｏｅ ｔｏ ｕ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ｎｔ．

Ａｄｈｅｎｓ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ｓ ｕ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ｎ ｓ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ａｉ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ｕ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ｃａ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ｋｉｎｄ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ｌ ａｎｔｉｑｔｉ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ｓ ｕ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ｇｉｃｉｄ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ｃａｌｓｓ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Ｇｒ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达到掌握文物保护材料的性能、使用方法，在文物保护实
践中发挥作用。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教学方式

绪论 （１ 学时）

文物材料组成与性质（６ 学时）
文物病害及保护修复（４ 学时）
文物清洗材料 （４ 学时）

高分子材料基础 （４ 学时）
粘接材料 （４ 学时）
加固材料 （３ 学时）

表面封护材料 （２ 学时）
文物修补材料 （３ 学时）

课程总结与复习 （１ 学时）

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方式开展教学。 以教师讲授为主，授课内容组织同
学总结讨论与学生互动；展示实际文物保护材料和文物保护修复中的应用实
例，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能够在文物保护实践工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 １０％ ＋ 期中成绩 ３０％ ＋ 期末成绩 ６０％；
平时成绩：同学们课堂表现和课程作业；
期中成绩：课程小论文；
期末成绩：闭卷考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作者：Ｈｏｒｉｅ；

《 文物保护中的高分子化合物》 ，作者：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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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考古学通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史前至两周时期考古主要讲述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
以及相关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着重介绍史前考古与三代考古对于重建中
国古史的意义。
秦汉至宋元考古部分按照城市、墓葬、出土文物、宗教和外来文明四个专
题，简明系统地介绍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城
市形态由封闭向开放式的转变，墓葬的等级制度，出土文物的文化底蕴，其他
民族和外来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过程。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ｎｚ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ｍａ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ｍｂｓ， ｒｅｌｉｃ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Ｑｉｎ ｔｏ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Ｍａｊｏｒ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ｃｌｏｓｅｄ ｔｏ ｏｐｅｎ ｏｆ ｃｉｔｙ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ｍｂ，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ｃ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系统简明地介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发掘和研究成果，帮助学生初步掌握中国
史前文化、古代城市、墓葬、出土文物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演变规律。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史前至两周时期考古 ３２ 学时分配：

８ 学时：史前考古的发生及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
４ 学时：龙山时代的文化大繁荣；
８ 学时：夏商文化研究；

８ 学时：两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４ 学时：三代考古与古史重建———“ 夏商周断代工程” 述评；
秦汉至宋元 ３２ 学时的分配：

８ 学时：秦汉至宋元城市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轨迹，其中 ４ 学时介绍隋唐之前的
封闭式城市，４ 学时介绍五代以后开放式的城市。

８ 学时：秦汉至宋元墓葬的基本类型和演化状况，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
元墓葬各用 ２ 学时加以介绍。

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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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学时：秦汉至宋元主要墓葬随葬品，其中 ４ 学时介绍陶瓷器，４ 学时介绍漆
器、壁画等。

８ 学时：秦汉至宋元的宗教和外来文化，其中 ４ 学时介绍宗教文物，主要是佛
教石窟寺和道教镇墓文物，４ 学时介绍外来文物，主要是金银器、玻璃器等。

教学方式

ＰＰＴ ，安排一次去国家博物馆或首都博物馆参观。

学生成绩评定

开卷考试，平时表现。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魏晋南北朝考古》 ，作者：韦正；

《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宋元明考古》 ，作者：秦大树；《 隋唐考古》 ，作者：齐东方。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遗产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文化遗产学是由哲学（ 包括价值学、文化学） 、历史学或人类学（ 包括了考古
学、民族学） 、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学（ 包括化学、生物学、建筑学、规划学、地
质学等） 等学科构成的交叉科学。 文化遗产的宏观保护理念和原则的研究属
于哲学尤其是价值学的范畴，文化遗产价值的发掘及背景的阐释属于历史学
或人类学的范畴，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延年益寿是文物保护科学的主要任务，文
化遗产的展示和利用则与博物馆学密切相关。 学习文化遗产学必须首先学好
一门具体的基础学科。

课程中文简介

文化遗产概论是考古文博学院开设的一门本科生基础专业课。 它主要是针对
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学、文物保护、文物建筑、博物馆学及其他院系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 选课学生通过这门课程能够对相对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文化遗产学
的基本方法和主要知识，从而能够综合和贯通所学专业知识，并将其运用到诸
如古代遗址的现场保护、文物科技保护、文物建筑修缮、遗产展示利用等领域
的学习、研究和实践中去。 本课程主要由遗产类型学、遗产价值学、遗产保护
学和遗产管理学四个单元构成。 主要内容包括：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文化遗产的类型及其与保护的关系、特殊文化遗产类型的特点和性质、价值学
的基本问题、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东西方文明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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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建设、不同类型文化遗
产保护方法的异同、文化遗产管理的特点、记录文化遗产的技术和要求、文化
遗产监测的基本内容、文化遗产的安防与消防、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展示等。
由于我校有专门的世界遗产课程，为了与之区别，本课程不涉及世界遗产概念
的发展过程，不讲解世界遗产的公约和文件，不介绍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国际组
织，不描述国外的重要世界文化遗产，更不对申请世界遗产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讲述。

课程英文简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ａｉｍ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ｊｏ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ｊ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ｃｅｎ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ｘｉｏｌｏｇｙ，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ａｘ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ｔｃ．

Ｄｕｅ ｔｏ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ｏｅｓｎ ’ 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原理的讲解与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学
的历史发展过程，掌握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清楚文化遗产保护的
经验和教训，知道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基本手段和技术路线，并知晓自己所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３３

学专业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后在文博行业工作或继续研习
文化遗产保护学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课程设置、课时分配和考核安排。）

导言（２ 学时，主要讲什么是遗产、文化和文化遗产？ 介绍学科概况、

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
第一讲

遗产类型学（ 四次课，８ 学时）

遗产保护的分类问题———以《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遗产分类为例，讲述遗产分类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遗产分类框架（２
学时） 。
第二讲

关于文化景观类遗产———通过讲解《 实施 ＜世界遗产公约 ＞操作指

南》 中文化景观的分析，指出文化景观定义和分类的谬误，重新给文化景观这
个遗产类型概念进行定义，并重新进行分类（２ 学时） 。
第三讲

线性遗产与文化线路———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的关系、文化线路的

第四讲

几种特殊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运河遗产、水

性质和特点、中国的文化线路类型遗产（２ 学时） 。

下遗产、２０ 世纪遗产；附：中国的文物分类问题（２ 学时） 。
第二单元

遗产价值学（ 三次课，６ 学时）

第六讲

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遗产价值评估是一个哲学问题、价值哲学

第七讲

关于遗产真实性问题———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六个要素，东西方对于

第八讲

关于遗产完整性问题———文化遗产历史过程的完整性，文化遗产空

的基本原理、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价值要素的排序（２ 学时） 。

文化遗产真实性观念的异同，我们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看法（２ 学时） 。
间结构的完整性，文化遗产构成要素的完整性（２ 学时） 。
第三单元

遗产保护学（ 四次课，８ 学时）

第九讲

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原则，最少干预原

第十讲

遗址类型遗产的保护———遗址保护面临的问题、问题的表象与症结、

则、可识别干预结果原则、可再次实施干预的原则（２ 学时） 。
如何对大型遗址实施保护（２ 学时） 。
第十一讲

遗存类型遗产的保护———雕塑保护的问题及对策、雕塑保护案例

第十二讲

文化景观类型遗产的保护———文化景观保护的复杂性、系统保护

第四单元

遗产管理学（ 三课时，６ 学时）

分析；建筑遗产保护的问题和对策、建筑保护的案例分析（２ 学时） 。
与动态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举例（２ 学时） 。
第十三讲

遗产法规与管理机制———遗产保护的法律与行规、遗产管理的机

第十四讲

遗产监测与危害防范———遗产记录的方法和技术、遗产监测的类

制与机构、遗产保护标识与档案建设（２ 学时） 。

型与方法、遗产的日常维护和保护工程、遗产的安防与消防（２ 学时） 。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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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公众宣传与展示利用———遗产保护意识的培育、遗产展示利用的

原则和方法、遗址公园建设问题（２ 学时） 。
教学方式

这是本科生基础专业课，主要由任课老师讲课。 此外，组织学生利用双休日到
一个著名遗产地参观学习，现场讲课，课后完成期中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

学生修习该课程的成绩考核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通过组织学生参观一

办法

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地，从中寻找一个价值、保护或管理的题目写作业，成绩占
总成绩的 ３０％；第二部分是期末考试，考试方式为闭卷考试（ 两课时） ，成绩占

教材

总成绩的 ７０％。
暂无

参考资料

《 文化遗产》 ，作者：葛兰·艾著，刘兰玉译。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分析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ｓ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普通物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课程中文简介

文物信息的准确提取与科学分析是正确评价文物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物信息的提取提供了许多有效的手段。 越来越多的文物
研究机构配备了各种现代的科学仪器以供文物的分析研究。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帮助同学们认识运用于文物分析中的各种技术方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包括：文物形象观察，显微结构分析，组成成分分析、材质结构分析等方面常使
用的的多种分析技术手段。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ｃｓ． Ｍａｎ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ｒｅｌｉｃ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ｌｉｃ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Ｒｅｌｉｃ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Ｘ － ｒａｙ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Ｒｅｌｉｃｓ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３５

Ｒｅｌｉｃ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Ｘ －ｒａ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Ｒｅｌｉｃ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Ｘ －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Ｌａｓｅｒ Ｒａｍａ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Ｔｈｅ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ｍｅａｎ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在全面介绍现代科技应用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物分析方法包括原理，方法，应
用实例，局限性等。 了解 Ｘ 射线照相技术、中子射线照相技术、红外成像技术
等在文物形象观察中的应用；了解各种显微镜在文物显微分析方面的应用；了
解原子吸收光谱法、Ｘ 射线衍射分析法、Ｘ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红外光谱法、
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等分析技术在文物组成及结构分析方面的应用；了解
色差分析和强度分析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绪论 （１ 学时）

本课程基本内容介绍，学习方法和学习要求说明。

２． 文物形象观察技术的原理方法及应用实例 （２ 学时）

Ｘ 光照相技术、中子射线照相技术、红外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设备、在文物分
析中的应用实例分析。

３． 文物显微分析方法的原理及应用（３ 学时）

体视显微镜、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的原理应用简介。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原
理、仪器结构，在文物分析中的应用实例。 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应用简介。

４．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２ 学时）

光谱分析的基本理论基础，原子发生光谱的形成，ＩＣＰ 光源特点，原子发射光
谱定量分析的原理及其在文物分析中的应用实例介绍。

５．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２ 学时）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法原理，仪器结构，定量分析方法，分析应用实例。

６． Ｘ 射线衍射分析法（２ 学时）

Ｘ 射线的产生、特征 Ｘ 射线的的性质，布拉格方程的含义及作用，Ｘ 射线衍射
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样品要求，分析实例。

７． Ｘ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２ 学时）

Ｘ 射线荧光的产生，特点，Ｘ 射线荧光分析原理，分析实例。

８．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的（２ 学时）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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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光谱，红外活性与分子结构的关系，红外光谱仪的结构，傅里叶变换原理，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的制样要求，文物分析中的应用实例。

９． 拉曼光谱分析法（２ 学时）

拉曼散射效应，拉曼效应与分析结构的关系，拉曼光谱的制样要求，设备结构，
文物分析中的应用。

１０． 气相色谱法与高效液相色谱（２ 学时）

色谱分离的基本原理，气相色谱与液相色谱的特点及应用实例 。

１１． 色差分析与强度分析（２ 学时）

颜色分析的基本参数，色度空间，色差分析仪器、方法及应用。

１２． 其他分析技术介绍（２ 学时）

１３． 实验室参观及演示实验 （６ 学时）
１４． 总结复习（２ 学时）
学生成绩评定办法：

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成绩 ３０％，期末考试成绩 ６０％。 说明：期中成绩主要以小
论文和课堂汇报情况确定成绩。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实验室演示实验与参观实习。

学生成绩评定

布置思考题，课堂提问；考核方式：考试及小论文。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仪器分析》 ，作者：方慧群等； 《 科技考古学概论》 ，作者：赵丛苍；
《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作者：马清林等；

Ｎｉｅｍａｎ Ｔ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作者：Ｓｋｏｏｇ Ｄ．Ａ．， Ｈｏｌｌｅｒ Ｆ．Ｊ．；
《 现代材料分析方法》 ，作者：张锐；《 材料结构表征及应用》 ，作者：吴刚。
课程中文名称

无机质文物保护与实验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文物保护材料

课程中文简介

通过课堂传授和相应的保护修复实验课，使学生初步了解几大类无机质文物
的特性，主要的病害和病害机理，以及针对各种主要病害所应采取的常规保护
措施、文物保护档案的基本要求等。 要求学生能够应对这类文物保护中的一
些实际问题。

考古文博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１３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ｖａｒ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ｍａ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课堂传授和相应的保护修复实验课，使学生初步了解几大类无机质文物
的材料特性，主要的病害和病害机理，以及针对各种主要病害所应采取的常规
保护措施、文物保护档案的基本要求等。 要求学生能够应对这类文物保护中
的一些实际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分为课堂教学和实验两大部分，课堂教学每周 ２ 小时，实验每周 ４ 小时。

课程内容包括：石质文物保护的内容包括岩石的分类、主要性质和风化腐蚀特
点、腐蚀状况分析等，不同腐蚀和保存状态下石质文物的保护问题，授课时间

６ 学时；青铜文物的保护主要介绍：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合金成分、铸造分范
等） ，青铜器常见的腐蚀和分析检测方法，常见青铜病害的有害锈处理材料与
方法，青铜器的修复材料与方法，青铜器的缓蚀与封护材料及使用方法，授课
时间 ６ 学时；铁质文物的保护内容包括：铁质文物的材料特性，铁器的腐蚀及
分析检测方法，铁质文物有害锈的去除与稳定化处理，铁质文物的缓蚀与封护
材料与使用方法，授课时间 ４ 学时。 金银质文物保护主要介绍：金银质文物的
工艺特点和腐蚀现象，以及保护修复中应注意的问题，授课时间 ２ 学时。 砖瓦
陶瓷类文物保护的内容包括：制作工艺与其性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腐蚀特
点，常用保护修复方法，授课时间 ８ 学时；彩塑壁画的保护的内容包括彩塑壁
画的制作方法，基本结构，病害原因和常用保护措施，授课时间 ６ 学时。

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将在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实验内容将根据待
修文物的情况，在陶质文物、青铜文物、铁质文物等中选择两类。 主要实验内
容是：污染物和锈蚀的去除、拼对粘接、修补缺失、根据缺失部位周边颜色进行
全色处理。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以文物保护实验、课堂多媒体授课以及讨论和报告形式。

学生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包括 ３ 项主要内容：

办法

１． 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制定。 考察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问
题的能力。

２． 文物保护修复效果。 考察学生对已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文物修复技巧的
掌握情况。

３． 文物保护修复报告。 考察学生对保护修复工作中诸方面信息的分析与总
结能力。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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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有机质文物保护与实验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有机质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纸张、纺织品、漆木器、皮革、骨
角器等，因为其组成材料为易于劣变、腐烂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决定了有机质
类文物保护难度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多。 有机质文物保护与实验是文物保护
专业学生的必修课，采用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通过本课程学
习，使学生掌握各种材质的有机质类文物的基本性能、劣变特性、保护的基本
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使学生知道如何选择保护材料和保护技术，将来能够从
事实际保护处理工作，并为将来有志从事该方面研究的学生奠定必要的理论
与实践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ｌａｃｑｕｅｒ，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ｂｏｎｅ ａｎｄ ｈｏｒ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ｃａ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ｒｏｐ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ｌａ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针对木材、纸张、纺织品、皮革、骨、牙、贝等有机质文物，从它们的化学
成分及结构形态出发，分析探讨各类有机质文物的劣化行为及常见病害现象，
以使学生掌握保存状态评估手段，熟悉常用的保护修复方法及预防性保护措
施。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有机质文物保护绪论；有机化学要点复习；

第 ２ 周：纤维素及木质素化学；植物细胞壁成分与结构；
第 ３ 周：木材的基本性能及表征方法；
第 ４ 周：木材的化学降解及生物降解；
第 ５ 周：木质文物的保护；

第 ６ 周：大漆、桐油、天然树脂及橡胶；髤漆工艺；漆器的保护；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３９

第 ７ 周：纸的原料、结构及造纸工艺；纸的基本性质；
第 ８ 周：期中考试；

第 ９ 周：颜料与染料；

第 １０ 周：纸质文物的保护；
第 １１ 周：蛋白质化学；

第 １２ 周：纺织品的原料、结构及纺织印染工艺；
第 １３ 周：纺织品文物的保护；

第 １４ 周：动物组织简介，皮革的鞣制及皮革文物的保护；
第 １５ 周：骨、牙、贝的成分、结构、降解及保护；

第 １６ 周：文物保护修复常用有机材料的特性及劣化。
教学方式

理论课部分均为课堂讲授；实验课部分 １ ～ １２ 周为基础教学实验，１３ ～ １５ 周为
探索性研究实验，１６ 周为课堂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理论课：出勤及随堂测验 ５％；期中考试（ 闭卷） ２０％；期末考试（ 闭卷） ４０％ 实
验课：出勤及课堂表现 １０％；课后作业 １０％；期末报告 １５％。
暂无

参考资料

《 保护技术教程》 ，作者：郭莉珠。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手段是保护文物的强有力措施。 通过学习，坚定文物
保护信念，了解中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沿革、立法原则和法律体系，初
步了解和掌握文物保护法律的基本规定，了解中国当代文物保护现状和面临
的困难，了解运用法律和其它文物保护手段保护文物的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ｗｅ ｎｅ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ｌｅ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ｆｏｒ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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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执法手段是保护文物的强有力措施。 通过学习，坚定文物
保护信念，了解中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立法沿革、立法原则和法律体系，初
步了解和掌握文物保护法律的基本规定，了解中国当代文物保护现状和面临
的困难，了解运用法律和其它文物保护手段保护文物的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一、 中国文物保护法沿革及法律体系（６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二、 文物与文物保护（４ 学时）
三、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４ 学时）
四、 考古发掘管理（２ 学时）
五、 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２ 学时）
六、 民间收藏文物保护（４ 学时）
七、 文物进出境管理（２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讲授 ２４ 学时 ７５％；文献阅读 ４ 学时 １２％； 讨论 ４ 学时 １２％。
课堂出勤 １０％，阅读作业 ３０％，期末笔试 ６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物保护专业实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Ｒｅｌｉｃ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有机质文物保护，无机质文物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保护材料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的核心实践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与实习，
学生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之中，印证理论知识，丰富文物保护操作的经
验。

课程英文简介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ｏｒｅ ｐｒ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ｎｇａｄｇｅｄ ｉ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了解文物保护实际工作的基本程序、要求以及
学科发展现状。 在掌握基础知识之上，初步了解文物保护实际工作的方法和
技术手段。 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种类繁杂，保存状况会有很大区别。 各类文
物，以及文物所处地域的不同，对于保护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 要求学生结合
课堂教学、相关文献和文物保护准则，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打下坚实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４１

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使学生系统地参与具体文物的保存状况分析调查、保护方案的编写、保

应学时分配

护方法、保护材料的选择以及实施，最后完成保护修复报告，同时结合实际工
作，对一些疑难问题和重要学术问题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
文物的种类千差万别，实习时所面对的文物也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在短短

的 ４ 周实习当中，主要是学习文物保护的基本方法。 了解实际工作中文物所
存在的问题。 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包含了文物保护科学和相应的文物
保护应用技术两方面的内容。 作为文物保护科学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回答“ 是
什么？” 、“ 为什么？” ，探究文物的材料组成、工艺和材料性质，分析文物的腐蚀
状况、腐蚀产物和腐蚀原因。 初步了解文物保护修复材料的性质，保护修复材
料与文物的作用关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初步了解保护材料的腐蚀以及对
文物的影像。 在技术层面，文物保护主要是回答“ 做什么？” 、“ 怎么做？” 。 要
求学生掌握相关分析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文物保护材料的使用方法和初步
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实习过程中所使用的都是一些较为成熟的方法。 但
是，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在教学中，努力是同学了解这些局限性，保
护过程中有可能带来对文物的损害，学会平衡保护与损害二者的关系，以及在
文物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将这种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课程安排与学时分配：
第一阶段

文物保存状况的调查与分析（３２ 学时）

第二阶段

保护方案的制定（１６ 学时）

第三解段

具体保护修复工作（１６０ 学时）

第四阶段

保护工作报告（１６ 学时）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以文物保护实际工作、授课以及讨论和报告形式。

学生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包括 ３ 项主要内容：

办法

１． 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制定。 考察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问
题的能力。

２． 文物保护修复效果。 考察学生对已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文物修复技巧的
掌握情况。

３． 文物保护实习报告。 考察学生对保护修复工作中诸方面信息的分析与总
结能力。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４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中文
不可移动课程是文物保护专业的最后一门专业课，需要很好的基础。 这些基

先修课程

础包括理科的基础课，以及本专业的基础课。 自然科学的基础课如化学，材料
学，地貌学、地质学；专业基础课保护文物保护材料学，一些辅助性课程如文物
建筑学等。 有了这些基础，学生才能深刻理解本课程的内容。

课程中文简介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课程，是文物保护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课程学习的目的，是
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操作以及新现场的调查，基本了解室外不可移动文物如
古墓葬、石窟、古建的病害，病害监测方法，各种不同的病害的保护处理措施。
以及如何应对室外各种自然因素的破坏。 除了技术保护外，室外文物的保护
还涉及到大遗址的规划问题，学生们要了解室外文物保护规划的历史、规划方
法。
课程首先要了解自然界地质地貌，这些是室外文物所赋存的环境；另外还
要了解自然界的各种风化和地质作用，以及自然灾害，这些是室外不可移动文
物破坏的诱因。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ｍｏｖｉ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ｌ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ｍｏｖｉ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ｌａｓｓ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ｓｔｉｇｅ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ｏｎ （ ｓｏｉｌ， ｓｔｏｎｅ，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ｗｏｏｄ， ｇｌａｓｓ ）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 ａｄｈｅｎｓ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ａｔｉｎｇ）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 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Ｂｉｏｌ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 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考古文博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１４３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不可移动文物的病害、分析手段和保护的措施，
包括材料保护、结构保护、环境控制和生物因素的调节等内容。 还有保护规划
和保护工程的施工等。

内容提要及相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课程，是文物保护专业的最后一门课程，也是唯一在本科

应学时分配

阶段介绍室外文物保护的课程。
课程分为如下的几部分：课程的内容介绍；不可移动文物的概念、种类，保
护的理念，价值的评估，保护的一般方法；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调查方法和手
段；各种不可移动文物构成材料的组成特性、病害特征，病害机理和病害治理
措施，如清洗，加固、修补，防水以及构件的替补等；文物的结构病害及治理；文
物地质病害及治理；水对不可移动文物的负面影响及治理；生物因素对不可移
动文物的影响及治理；自然灾害的产生及治理；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等。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室外不可移动文物如古墓葬、石窟、古建的各
种病害与保护处理措施，了解室外文物保护规划的方法。
各个部分的学时分配大致如下：
课程介绍（１ 学时）
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类、法规理念、价值评估等（４ 学时）
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价值评估、规划（４ 学时）
构成材料的病害与治理（８ 学时）
结构病害与治理（６ 学时）
地质病害与治理（６ 学时）
水的影响与治理（４ 学时）
生物的影响与治理（４ 学时）
环境的控制（６ 学时）
自然灾害的防护（２ 学时）
保护规划（３ 学时）
具体的课时根据需要调整，如增加现场参观的时间，增加进行材料试验的时间
等。 在课程中也可能请一些行业内专家进行讲授，或增加专家的讲座，针对某
个方面。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４５ 课时，参观古建筑，３ 课时。 课堂讲授为主，辅助以参观不可
移动文物及维修现场为主，可能的话有行业内专家在某方面的讲座等。 并需
要学生完成读书笔记，时间允许的话，学生就某些方面制作 ＰＰＴ 进行课堂汇
报。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笔试 ６０％，平时成绩 ４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和作业等。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岩土文物建筑的保护》 ，作者：黄克忠。

１４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建筑史（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１）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通过梳理中国地面现存建筑遗产和考古所见建筑遗址或建筑形象，系
统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历程，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各时代中国古代建筑的成就。 本课程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实物模型、实地参观、课堂讨论等形式，让学生了解中国
建筑的技术和艺术特点，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国古建筑的浓厚兴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Ｉｔ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ａ

ｌｏｔ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ｅｌｄ ｖｉ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ｒｏｕ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从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的学科要求出发，引发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建筑
的兴趣。 通过本课程使学生：

（１） 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总体面貌及重要实例，掌握中国古建筑基本概
念及术语等；

（２） 训练古建筑踏查的基本素质，养成观察分析的习惯；
（３） 初步锻炼研究写作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全课分上下两部分。

本课程《 中国建筑史（ 上） 》 主要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基本情况，并以时代为序，
以考古学出土遗迹遗物和地面木构遗存为材料，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时
空体系，讨论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
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６ 课时）
第二章 原始社会（３ 课时）
第三章 商周时期（３ 课时）
第四章 秦汉时期（３ 课时）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３ 课时）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７ － ８ 课时）

考古文博学院

１４５

参观 天津蓟县独乐寺（３ 课时）
第七章 宋辽金时期（７ － ８ 课时）
第八章 元代（３ 课时）

第九章 明清时期（６ 课时）
参观 先农坛、故宫（３ 课时）
教学方式

教师课堂讲授占百分之 ７０，师生课堂讨论占百分之 ２０，田野考察占百分之 １０。
课堂讲授和讨论皆辅以 ＰＰＴ。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期末考试、田野考察和小论文相结合。 期末闭卷笔试 ５０％，课后作业 ２０％，小
论文 ３０％。

《 中国古代建筑史》 ，作者：刘敦帧。

参考资料

《 中国传统建筑》 ，作者：方拥。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建筑史（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２）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通过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两方面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点和
主要类型；通过考古材料和古典文献的学习，使学生在“ 中国建筑之道” 方面
也有所认识。 比较石头的欧洲古代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是土木砖石的史书。
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欧洲建筑的作用强于文字。 中国建筑不然，她是中国自
然生态文化整体的有机成分，不追求简单的坚固耐久宏伟壮观，有所为，有所
不为。 运用中国地面现存各种类型的建筑遗产和考古材料，系统介绍中国古
代建筑的发展过程，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中国古代建筑
与山水环境的关系，以及各时期木构殿堂和砖。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Ｉｔ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ａ

ｌｏｔ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１４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教学基本目的

从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的学科要求出发，通过建筑技术史和建筑艺术
史两方面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类型；通过考古材料
和古典文献的学习，使学生在“ 中国建筑之道” 方面也有所认识。 旨在引导学
生全面接触中国建筑建筑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方法和理论，并初步建立对
建筑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

内容提要及相

运用地面建筑资料、出土考古资料和各类文献，系统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

应学时分配

程中的重要问题、重要研究领域及其相关研究方法。 通过一系列专题的课堂
教学、课后阅读、课堂讨论和田野踏查，使学生能读懂中国建筑，并进一步透物
见人，思考中国古代建筑体现的智慧、技术哲学，及其反映的社会史层面的意
义。 课程分专题讲授，教师讲授基本知识点，并提出研究史上的经典问题，列
出重要参考文献，引导学生课后阅读并在课堂进行报告和讨论，从而逐渐养成
批判性的研究意识。 课程专题包括：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结构（６ 课时） ，中国
古代建筑的材料 （ ３ 课时） ，木构建筑的加工工艺 （ ３ 课时） ， 古代城市 （ ３ 课
时） ，古代宫殿（３ 课时） ，古代民居（ ３ 课时） ，建筑史视角下的古代墓葬（ ３ 课
时） ，祠庙寺观（６ 课时） ，石窟寺（３ 课时） ，佛塔（３ 课时） ，园林（３ 课时） ，近代

教学方式

建筑（３ 课时） 。 另有田野踏查 ６ 课时。
建筑的现代意义（６ 课时） 。

教学方式教师课堂讲授 ８０％，师生课堂讨论 １０％，田野考察 １０％。 课堂讲授
和讨论皆辅以 ＰＰＴ。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考试和论文相结合。 平时安排学生阅读文献并随堂报告。 期末闭卷笔考

办法

以外，结合田野考察撰写一篇论文。
随堂报告占总成绩比例 １０％，田野考察论文占总成绩比例 ３０％，期末考试占
总成绩比例 ６０％。

教材

《 中国古代建筑史》 ，作者：刘敦桢。

参考资料

《 中国传统建筑》 ，作者：方拥。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传统建筑构造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建筑史，计算机制图与表现

考古文博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１４７

中国传统建筑构造课，是一门旨在通过文献和实例的综合讲授，及绘图、建模
的实践，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在唐宋、明清两大历史时段的大木作和小木
作的构件名称、形制，明确建筑形制的基本演变规律，了解经典建筑遗存和《 营
造法式》 《 营造法式注释》 《 清式营造则例》 等专业基础文献。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随堂安排测验，巩固基础，布置课后作业，安排学

生阅读文献，并以手绘和计算机建模的方式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随堂点评学
生作业，组织讨论。 最后，结合短期实地考察，深化学生综合研究文献与遗存
实物的能力，学期末要求学生提交论文。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ｐ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ｐｅ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ａｎｇ ／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
Ｑ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Ｙｉｎｇ Ｚａｏ Ｆａ Ｓｈｉ， Ｔｈｅ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Ｙｉｎｇ Ｚａｏ Ｆａ Ｓｈｉ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Ｓｈｉ
Ｙｉｎｇ Ｚａｏ Ｚｅ Ｌｉ．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ｂｙ ｉｎ － ｄｏｏｒ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ａｓ ａｆｔｅｒ －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ｏｎ － ｓｉｔ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ａｔ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ｓ ｅ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ｙ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文献和实例的综合讲授，及绘图、建模的实践，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
在唐宋、明清两大历史时段中的大木作、小木作构造名件、形制，明确中国古代
建筑形制的基本演变规律，熟悉经典建筑实例，熟悉《 营造法式》 《 营造法式注
释》 《 清式营造则例》 等专业基本文献。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 营造法式》 概述

１． 《 营造法式》 的成书背景及作者生平（３ 学时）
２． 《 营造法式》 研究史（３ 学时）
第二章

《 营造法式》 大木作及主要相关制度

１． 《 营造法式》 编修体例（３ 学时）

２． 《 营造法式》 看详、石作等相关制度（３ 学时）

１４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３． 《 营造法式》 大木作制度及唐宋主要遗存实例

（１） 用材制度（３ 学时） ，（２） 斗栱制度（９ 学时） ，（３） 间架梁栿制度（６ 学时）

４． 建筑建模作业点评（３ 学时）
第三章

清《 工程作法》 则例与明清建筑

１． 《 工程作法》 与《 清式营造则例》 介绍（３ 学时）
２． 宋、清建筑构造要点对比（６ 学时）
３． 清式建筑建模作业点评（３ 学时）
第四章

教学方式

经典传统建筑实地考察（１２ 学时）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占总课时的 ６０％；随堂安排测验，巩固基础，占总课时
的 １０％；布置课后作业，安排学生阅读文献，并据此以绘图和计算机建模的方

式熟悉并掌握教学所授内容，并堂点评学生作业，组织讨论，占总课时的 １０％；
最后，结合实地考察，综合提升学生对文献的理解和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能
力，并要求学生提交考察报告，占总课时的 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闭卷笔试 ５０％，平时作业 ５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建筑设计（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 ３ ）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建筑设计（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建筑设计的提高发展阶段，通过两个设计题目（ 如游人中心、遗址博

物馆） ，从了解设计对象背景、查阅文献开始，学习中外优秀的遗产地及遗产建
筑的设计手法，认识遗产地中新建筑创作的原则，做到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机
结合；进一步加强设计方法与设计基本技能的学习，掌握复杂环境（ 山地环
境） 小型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ｅ ａｉｍ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ｅｄｉｃｕ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ｅｐｓ：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ｅｔｃ．

考古文博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１４９

本课程是建筑设计的提高发展阶段，通过两个设计题目，拟达到以下目的：

１． 通过既定的设计题目及过程训练，提高学习的独立工作能力，综合应用能
力和深入分析能力，达到熟练掌握建筑相关法规，培养学生融会贯通地运用各
知识要点。

２． 拓宽学生的设计视野，引导学生广泛接触世界和本土的优秀设计，掌握建
筑设计的基本方法。

３． 多种技能的训练。 强化徒手设计过程和熟练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达到具
备中小型建筑的方案设计能力，以及各种表达分析手段。

４． 进一步研究建筑设计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游人中心（４５ 学时） ：

拟在某国家重点风景区（ 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地） 建游人中心一幢。
地址：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浙江方山。

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９００ 平方米。 通过本设计希望达到下列几点要求：

１． 通过讲课、辅导以及相关文献的阅读，了解游人中心产生的背景及其与遗
产地之间的关系。

２． 了解游人中心之于遗产地的必要性。

３． 了解游人中心的选址、布局和功能配置特点以及游人中心发展的新趋势。

４． 初步认识遗产地中解决新建建筑与遗产保护的矛盾的技术途径，认识遗产
地中新建筑创作的原则，做到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

５． 通过查阅图书资料，学习中外优秀的遗产地及遗产建筑（ 主要指大遗址、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空间范围较大的遗产地） 的设计手法，开阔
视野，提高设计起点。 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启迪创造性思维。

６． 进一步加强设计方法与设计基本技能的学习：熟练运用“ 从环境到建筑，从
整体到局部，从外到内，内外结合” 的建筑设计方法。 掌握复杂环境（ 山地环
境） 小型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
作业要求：Ａ１ 号图幅四张，手绘。
二、 遗址博物馆（４５ 学时）
地址：宁波永丰库遗址。
总建筑面积：４０００ 平方米。
背景：永丰库遗址保存完整，布局清晰，是首次发现的我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大
型仓库遗址，是宁波城市发展过程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惟一一处大型唐、宋、元
代建筑遗址，为唐、宋、元代考古提供了重要实例，也为唐、宋、元代对外贸易港
口城市保存了一处无可替代的历史遗迹。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宁波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以元代永丰库为核心的唐、
宋、元、明期间大型衙署仓储区遗址。
设计原则：永丰库遗址作为宁波市的稀世古迹，要按照国家级文保单位文物保
护的要求，在“ 确保地下文物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遗址保护与建设的规划设
计，并坚持“ 可持续发展” 、“ 可逆性” 和“ 可操作性”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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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应达致如下主要目标：

１． 首要的目标是确保永丰库遗址得到妥善保护。

２． 充分挖掘宁波城市千年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以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高于历
史的原则，通过现代建筑工艺和巧妙的空间布局，建设一处融汇宁波古今文
化，展示宁波城市文明，集公益性、教育性、休闲性于一体的反映宁波城市建设
历史变迁的展示场所。

３． 通过建设配套设施和市场化运作，吸引社会公众，尤其是文化人士的参与，
使项目成为群众休闲、学者研究、青少年陶冶情操的场所，从而不仅实现项目
建设资金能够平衡，又使文物保护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作业要求：Ａ１ 号图幅四张，计算机制图。
教学方式

现场照片及背景文字资料的讲解、讲课与课堂辅导相结合；布置课下搜集相关
设计资料，制作 ＰＰＴ，课上由学生讲解，老师点评。

学生成绩评定

两次作业成绩取平均值。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建筑设计资料集》 ，作者：编委会；《 现行建筑设计规范大全》 ；
《 博览建筑设计手册》 ，作者：余卓群；
《 博物馆建筑设计》 ，作者：邹瑚莹等；

《 博物馆建筑 ／ 国外建筑设计方法与实践丛书》 ，作者：亚瑟·罗森布拉特著，
周正译；

《 国家公园游憩设计》 ，作者：艾伯特·Ｈ．古德著，吴承照等译；
《 老房子·浙江民居》 ，作者：李玉祥摄，陈志华文；
《 山地建筑设计》 ，作者：卢济威，王海松。
课程中文名称

建筑设计（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 ４ ）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建筑设计（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在前几个学期单体设计能力的基础上，本课程重在培养学生树立大的设计观、
对遗产地总体的驾驭能力以及结合遗产地地域文化的能力。 学生通过对一个
遗址公园进行总体设计，初步掌握总体规划设计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加强建
筑设计能力。 并学习相关辅助设计软件，进一步提高手脑相结合的综合表现
能力。

考古文博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１５１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ｕ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ｂ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ａ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ａ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教学基本目的

１． 锻炼同学的综合设计能力：在前几个学期单体设计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
生树立大的设计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次课程设计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
于培养同学处理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 例如，引导学生思考遗址公园与城市的
关系、保护性建筑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不同功能的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

的场地综合设计、以及建筑与场地、景观的关系处理等等等等） ，引导同学树立
大局观，考虑问题由全局到局部，初步掌握总体规划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２． 锻炼同学设计结合遗产地地域文化的能力，从而进一步研究遗址建筑设计
的地域性，特异性。

内容提要及相

邛窑遗址公园总体设计（９０ 学时）

应学时分配

设计地段：位于四川省邛崃市西南的临邛镇十方堂村。
设计背景：邛窑是我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民间青瓷窑之一，始烧于南朝、衰于
宋。 邛窑遗址在邛崃市范围内主要分布于临邛镇十方堂村、固驿镇公义村、临
邛镇大通村、西河村等地，十方堂窑遗址是邛窑遗址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烧
造时代为南朝 ～ 宋，其烧造的鼎盛期在唐代。 十方堂窑既有龙窑，也有马蹄形
窑。 邛窑十方堂窑遗址的分布范围为：东西长 ５３０ 米、南北宽 ２１０ 米，总面积
约 １０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 １３ 个大型窑包。
设计内容：

１． 遗址公园总体规划（１１ 公顷） ；２． 博物馆（６０００ 平米） 及 １ 号（４０００ 平米） 、５
号（２０００ 平米） 遗址大棚的单体建筑设计；３． 公园景观设计。
设计要求：

１． 坚持真实性原则。 要尊重遗产和文化景观，对其加以保护和利用。
（１） 新建、改造或加建必须尊重限定场地遗产价值的元素。
（２） 建设方案必须保护易受影响的考古资源。

２． 坚持地域特色原则。 应体现所在地域的遗产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地创造出
具有地域特征的空间环境，避免盲目移植。 建筑设计结合地域环境，点缀得
宜。 环境美学要求优先于建筑自身的美学要求。

（１） 场地设计必须确保对周边环境的遗产、生态和视觉冲击降至最小，同时改
善对于特殊自然文化景观的观景视线。
（２） 设计必须反映遗产的特色。

３． 合理开展游赏活动原则。

（１） 遗产地的宗旨之一在于促进人们游览欣赏其自然与文化遗产。
（２） 游人活动的范围、强度和种类不得损害遗产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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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现场照片及背景文字资料的讲解、讲课与课堂辅导相结合；布置课下搜集相关
设计资料，制作 ＰＰＴ，课上由学生讲解，老师点评。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ＪＧＪ３７ － ８７） 》 ；《 公园规划设计规范》 ；

《 城市规划设计规范》 ；《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 现行建筑设计规范大全》 ；
《 博物馆建筑设计》 ，作者：邹瑚莹等；《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Ｊ１６ － ８７） 》 ；

《 博物馆建筑 ／ 国外建筑设计方法与实践丛书》 ，作者：亚瑟·罗森布拉特著，
周文正译；

《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 ＪＧＪ５０ － ８８） 》 。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遗产踏查与测绘实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传统建筑构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引领学生实地观察、记录、测绘中国南、北方地区在主要
历史时期内，城市、寺庙、民居、园林、官署等不少于一百处典型的文化遗产案
例，通过田野工作，加深学生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的文化遗
产共性和特性的认知，熟练掌握文化遗产田野踏查的观察和记录方法，具备全
面、严谨、规范的现场资料收集和后期整理、报告撰写的能力，积累第一手研究
材料，熟悉各类测绘仪器的用途和操作技能，熟练掌握文物建筑测绘的方法和
流程，养成团队协作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ａｓｋ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ｏ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ｕ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ｅ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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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ｏｍ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ｒｔｓ．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ｏｏ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ｔｒｙ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ｓｔ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ｉｍ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ｋｅｔｃｈｉｎｇ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ｂｏｖ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ｏｂｔａ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ｔ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直接观察、感受中国主要不可移动文物类型和经典实
例的历史面貌和保存现状，建立对文物遗产全面、感性的认识，积累见闻。

２． 使学生熟练掌握文物建筑的田野调查、测绘能力，初步具备文物建筑形制
鉴别能力，为日后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技术基础。

３． 要求学生熟悉参观地点的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
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性课程奠定学术基础。

４． 通过分组分工合作，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实习动员及前导准备课程（２ 周）

１． 全站仪和 ＧＰＳ 测绘技术（１ 周）
２． 文物建筑测绘技术（０．５ 周）
３． 测绘练习（０．５ 周）

二、 田野实习（１２ 周）

１． 南方文化遗产教学参观 （ ３ 周，参观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典型园林、
民居、木构建筑和城市遗产地，并在东南大学听取学术报告、开展学术交流。）

２． 北方文化遗产参观教学 （３ 周，参观山西全省（ 除晋东南地区） 的元以前木
构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组织学术专题讨论。）

３． 元以前古建筑测绘实习 （ ３ 周，在山西晋东南地区选择至少 ３ 组主体建筑

为元以前木构的建筑群进行测绘，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从总图、单体平、立、
剖面、斗栱、纹样等全方面的测绘训练。）

４． 明清古建筑测绘实习（３ 周，在北京或承德选择至少 ３ 组古建筑进行测绘，

１５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接受从总图、单体平、立、剖面、斗栱、纹样等全方面的测绘
训练。）
三、 室内整理（２ 周，完成实习报告及文物建筑测绘图集。）

教学方式

以田野实地教学为主，课堂讲授为辅，注重培养实践和动手能力，并配合以学
术交流、研讨。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本课程的总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古建筑测绘图成绩 ５０％、实习报告 ４０％、平时
成绩 １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文化遗产踏查与测绘实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重点是基于理论学习基础上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训练。 一般情况下，
本课程将结合我院设在杭州、山西等地的文化遗产教学基地展开，选择真实的
文物建筑保护课题，训练学生综合运用前期各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和技能，在真
实的工作环境和要求下，达成文物工作所需的成果，并应用于文物保护工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除能提高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外，还可
以切身体验到文物工作者的工作感受和使命，明确专业志向，了解文化遗产保
护的实际情况，为更进一步的理论学习奠定实践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ｕｓｅ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ｏｒ Ｓｈａｎｘｉ．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ｓ． Ｂ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ａｔｈ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短期集中进行的，结合实践需要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使学生熟悉文化遗
产保护事业的具体工作环节、方法和成果要求，为四年级进一步的专业学习和
日后的实际工作做好准备。

考古文博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１５５

１． 项目说明（６ 学时） 。

２． 现场勘测 （３６ 学时） 。

３． 室内整理、完成测绘及评估文件（１８ 学时，课外时间按 １ ∶ ３ 配套） 。

本课程教学以田野工作和现场辅导为主，占 ６０％。 内业整理占 ４０％，内业整
理部分额教学由学生上机、分组讨论和辅导构成。 最终学生完成测绘或普查
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的专业工作成果，如测绘及现状评估图集、普查调研
报告等。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总成绩由两部分组成：最终成果 ８０％、实习现场工作表现 ２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建筑设计，中国传统建筑构造

课程中文简介

中国悠久的历史遗留下数十万处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各类不可移动
文物。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各类现实问题的挑战。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
始，文物保护事业在学术建设和实践工作上都出现了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其
中，大遗址保护规划成为文物保护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实践环节。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课程，即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
实际需要和问题出发，以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设计实践的方式，使之了解文
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与现状、理念与对策，构建多学科的综合知识体系，从而掌
握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发现、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ｖｅ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ｌｏｔ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ｗｏｒｋ．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ｏｕ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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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ｗｏｒｋ．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实际需要和问题出发，以理论教学、案例教
学和设计实践的方式，使学生将其之前所学美术、建筑设计、文化遗产及文物
考古等专业课程有机地整合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系统，使之了解文化遗产保
护的问题与现状、理念与对策，从而掌握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发现、研究和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满足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需要。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 一周）

１．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２．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的历史、现状及展望
第二章

城市规划通则（ 一周）

第三章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依据及基本理念（ 三周）

１．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所需的多学科背景介绍

２．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的法律依据和理论原则（ 结合重点相关法律和国
际宪章导读）

３． 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中的理念之争———“ 完整性” 、“ 真实性” 、“ 假
古董” 等问题的研讨（ 结合实例进行课堂讨论）

４． 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现实中的问题与答案（ 结合有关现实情况作课堂讨论）
第四章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技术（ 三周）

１． 文物建筑保护与规划设计技术实施规范（ 结合重点相关法规导读）
２． 遗址保护规划

（１） 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的体例和要求；（２） 国内外相关保护规划实例评析；（３）
遗址保护规划中的多学科合作机制。

３． 文物建筑修缮及复原工程（ 结合体实例，尽可能安排参观）

（１） 文物建筑修缮技术及国内外相关实例评析；（２） 文物建筑复原设计方法及

国内外相关实例评析；（ ３） 文物建筑遗址保护措施及国内外相关实例评析；
（４） 文物建筑保护中的多学科合作机制。
第五章

文物建筑保护及规划设计实践 （ 八周）

１． 设计与制图基础
２． 文献研究概述

３． 田野调查方法与相关信息的采集分析
４． 文物建筑修缮、复原设计实践

（１） 前期调研；（２） 基础资料汇总；（３） 方案设计；（４） 绘制正式图纸；（５） 完成
设计文本和说明
第五节

遗址保护规划设计实践

（１） 前期调研；（２） 基础资料汇总；（３） 方案设计；（４） 绘制正式图纸；（５） 完成
规划文本和规划说明、附件。

考古文博学院
１． 理论学习

３０ 学时；

３． 实践学习

３６ 学时。

２． 方法学习
教学方式

１５７

３０ 学时；

课堂讲授，３０ 学时；文献阅读，１２ 学时；课题讨论，６ 学时；田野调查，１２ 学时；
研究实践，３６ 学时。

学生成绩评定

以学生提交的保护规划研究和规划成果的质量为评定标准。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考古学（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考古学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考古学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关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经验基础上的叙述。 这种叙
述，超越了集体记忆和文字记录的时空限制，帮助我们了解人作为一个物种如
何创造文化；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建立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以及我们所居住
的环境 ／ 景观如何随之变化和发展。 除了早期中国及其邻国（ 东北亚和东南
亚） 之外，本课程概述了世界其他区域的早期阶段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从人
类起源、农业起源到城市文明起源的长程历史框架，对史前史到早期国家阶段
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化的主要模式进行综合广泛的介绍。 在第一学
期，课程开始于人类的进化与传播；然后考虑气候变化引起的全新世转型；定
居社会的形成；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村落社会等议题，并对各类考古学解释进行
评述。 第二学期，关注后来的冶金、长途贸易和社会复杂性发展下导致的城市
兴起和早期文明 ／ 国家的起源；这个学期主要涉及欧亚大陆的史前和早期历史
政治，帝国和文明，以及它们的扩张和周期性崩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ｅ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 ｗｅ ｌ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 ｈａｖ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ｓ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 ｄｅｅｐ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１５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ｒｏａｄ －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ｒｍ １，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ｔｏ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ｌｉｆ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ｒｍ 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ｌｏｎｇ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ｌｅａｄ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ｕｒｂ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ｅｒｍ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ｅ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Ｔｅｒｍ １． Ｈｕｍ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１）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 ｄｅｅｐ （ ｐ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２） Ｐｌｉｏｃｅｎｅ ｔｏ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ｏ （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ｏｎｉｄｓ Ｔｏ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

３） Ｅａｒｌｙ 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ｓ

５）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ｓｏｌｉｔｈｉｃ： Ｂｒｏａ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ｇａｆａｕｎａｌ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６）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Ｐｌ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８）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９）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０）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ｕｍｉ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１）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ｒｏｐｓ

１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１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１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５）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教学方式

１６）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课堂讲授。

考古文博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５９

期末论文占 １０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ｃａｒｒｅ Ｃ．；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ｏｎｅｓ，Ｏ’ Ｃｏｎｎｏｒ Ｔ．，Ｏ’ Ｃｏｎｎｏｒ Ｔ． 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Ｏ’ Ｃｏｎｎｏｒ Ｔ． ｅｔ 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Ｆａｇａｎ Ｂ．。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考古学（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Ⅱ

开课单位

考古文博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考古学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关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经验基础上的叙述。 这种叙
述，超越了集体记忆和文字记录的时空限制，帮助我们了解人作为一个物种如
何创造文化；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建立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以及我们所居住
的环境 ／ 景观如何随之变化和发展。 除了早期中国及其邻国（ 东北亚和东南
亚） 之外，本课程概述了世界其他区域的早期阶段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从人
类起源、农业起源到城市文明起源的长程历史框架，对史前史到早期国家阶段
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化的主要模式进行综合广泛的介绍。 在第一学
期，课程开始于人类的进化与传播；然后考虑气候变化引起的全新世转型；定
居社会的形成；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村落社会等议题，并对各类考古学解释进行
评述。 第二学期，关注后来的冶金、长途贸易和社会复杂性发展下导致的城市
兴起和早期文明 ／ 国家的起源；这个学期主要涉及欧亚大陆的史前和早期历史
政治，帝国和文明，以及它们的扩张和周期性崩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ｈｉ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ｅ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 ｗｅ ｌ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 ｈａｖ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ｙ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ｓ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 ｄｅｅｐ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ｅｐｔ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ｒｏａｄ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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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ｒｍ １，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ｉｎｉ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ｔｏ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ｌｉｆ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ｒｍ 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ｌｏｎｇ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ｌｅａｄ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ｕｒｂ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ｔｅｒｍ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ｅｓ，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从全世界这个视角理解人类与文明的起源与发
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Ｔｅｒｍ 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１７）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ｅ’ ｓ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１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９）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ｎ ｃ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２０）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２１）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Ｅｇｙ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ｓ

２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２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ｐａｔａｎ ｔｏ Ｍｅｒｏｉｔｉｃ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ｎ Ｎｕｂｉａ
２４） Ｅａｒ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Ｖａｌｌｅｙ

２５）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ｔｒａｄｅ

２６）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ｋ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Ｍｉｎｏａｎｓ ａｎｄ Ｍｙｃｅｎａｅａｎ’ ｓ

２７） Ｉｒｏｎ Ａ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ｔｒｕｓ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Ｒｏｍｅ ／ Ｉｒｏｎ 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８）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２９） Ｅａｒ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３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ｇｌｏ －Ｓａｘｏ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３１）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Ｉｒｏｎ Ａｇｅ Ａｆｒｉｃａ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３２）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课堂讲授，结合参观
期末论文占 １００％

教材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Ｓｃａｒｒｅ， Ｃ （ ｅｄ．）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３ｒ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ｄｓｏｎ．

Ｐｅａｒｓａｌｌ， Ｄ （２００８）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ｍｉｔｈ， Ｃ （２０１４）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哲学系（ 宗教学系）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Ｉ

开课单位

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力图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宽广视域，贯彻以下基本原则：

（１） 采取“ 史” “ 论” “ 著” 融会贯通的方式（ 以“ 史” 、“ 著” 基础，以“ 论” 为

重点） ，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文献和基本理论；（２） 立足
当代视野，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３） 按照学术性与
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注重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
大理论问题；（４） 提倡师生互动、双向交流，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外阅读指导，着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其哲学思辨能力和理论锐敏性。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ａｎｄ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ｓｏｍ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ｉｒ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ｂｉ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ｉ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文献、基本理论、
历史演变和当代研究状况，为今后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专业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作为导论，本课程力图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宽广视域，贯彻以下基本原

应学时分配

则：

（１） 采取“史”“论”“著”融会贯通的方式（以“史”、“著”基础，以“论”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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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文献和基本理论；（２） 立足当代视
野，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３） 按照学术性与现实性
相统一的原则，注重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
问题；（４） 提倡师生互动、双向交流，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外阅读指导，着力提高
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其哲学思辨能力和理论锐敏性。
第一学期

时间安排：本期上课时间为 １６ 周。 其中讲授时间为 １４ 周；布置 １ 次课堂讨
论，安排在“ 总论” 部分结束后进行。

课外作业：布置 １ 次课外作业，按照指定阅读书目写一篇读书报告，五一假期
后提交。

本期教学要点：
引

言

开课目的和教学设想

一 世界哲学图景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学科、学说和学
派的关系；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三要素：史、论、著。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历史地位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条件；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三 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

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当代意义

一 从“ 消灭哲学” 的言论谈起；二 马克思哲学观的核心要义；三 恩格斯和列宁
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总结；四 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确认。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形态演变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三 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几种理论传统。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境遇

一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仍然是“ 合乎适宜的” ； 二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当
代所面临的挑战； 三 在应对危机中发展自身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一
条规律。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资源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及其战友和学生的哲学文本；二 苏俄马克思主义哲
学文本；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四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五 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文本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释问题

一 历史文献研究中的解释学方法；二 解释的客观性和解释学循环；三 从解释
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四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 文本依据” 和“ 问题视域” 。
第二编

存在论（ 世界观）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存在论问题

一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译名之争；二 传统本体论与现代存在论的划界；三 传统本体论哲

哲学系（ 宗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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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命运；四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的基本思想

一 “ 存在论” 与“ 世界观” ；二 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统一“ 现实生活世
界” ；三 “ 自然的历史” 和“ 历史的自然” 。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

一 实践哲学传统中的实践概念；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三 实践作为
观照世界的“ 视界” 。
第十章

存在者与存在方式

一 作为存在者的人与物；二 物与人的存在方式；三 作为存在尺度的时间和空
间。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本课程主要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学生提交读书报告及个别学生进行课
堂报告和讨论。
平时成绩（２０％） ＋期中读书报告（３０％） ＋期末考试成绩（５０％）

教材

《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 编写组。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ＩＩ

开课单位

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课程中文简介

作为导论，本课程力图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宽广视域，贯彻以下基本原
则：

（１） 采取“ 史” “ 论” “ 著” 融会贯通的方式（ 以“ 史” 、“ 著” 基础，以“ 论” 为

重点） ，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文献和基本理论；（２） 立足
当代视野，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３） 按照学术性与
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注重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
大理论问题；（４） 提倡师生互动、双向交流，通过课堂讨论和课外阅读指导，着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其哲学思辨能力和理论锐敏性。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ｉｃ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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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ｃｕ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ａｎｄ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ｓｏｍ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ｉｒ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ｂｉ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ｉ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文献、基本理论、
历史演变和当代研究状况，为今后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专业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时间安排：本期上课时间为 １６ 周，扣除“ 十一” 长假，实际为 １５ 周。 其中讲授
时间为 １４ 周；布置 １ 次课堂讨论，安排在历史观部分讲完之后。

课外作业：布置 １ 次课外作业，按照指定课外阅读书写一篇读书报告，新课结
束前提交。

本期教学要点：
第三编
第十一章

历史观
社会结构理论

一 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二 社会的经济结构；三 社会的政治结
构；四 社会的精神结构；五 社会有机系统。
第十二章

社会发展动力学说

一 社会发展及其特点；二 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 科学技术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四 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五 革命和改革在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六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七 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第十三章

社会形态演进理论

一 社会形态的划分；二 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三 社会进步与文明
发展。
第十四章

“ 世界历史” 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一 《 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 共产党宣言》 中的“ 世界历史” 理论；二 “ 世界历史”
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三 “ 世界历史” 理论对全球化研究的价值。
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怀；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人” 的问题被遮蔽的
原因；三 人：只有作为结果才能成为前提。
第四编
第十九章

认识论
认识的基础、结构和本质

一 认识论上的理论分歧；二 认识的实践基础；三 认识的系统结构；四 认识的
本质

哲学系（ 宗教学系）
第二十章

１６５

认识过程及其机制

一 认识运动的两次飞跃；二 认识过程的内在机制；三 真理及其检验。
第二十一章

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一 “ 从后思索” 方法； 二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三 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
第五编

第十六章

价值论

价值的本质、特性和类型

一 价值与人类实践活动；二 价值的特性；三 价值的类型。
第十七章

价值评价

一 评价的本质和特点；二 评价标准；三 社会评价。
第十八章

价值观念

一 价值观念及其结构；二 价值观念变革；三 价值观与人生观。
教学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采取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以教师讲授为主，辅
之以课堂讨论。 讨论每学期安排 １ 次，讨论发言情况记入平时成绩。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总分 ＝ 读书报告 １（２５％） ＋读书报告 ２（２５％） ＋期末考试（５０％）

教材

《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 编写组。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哲学（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１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选取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通过讲授其哲学思想，建构起不
同思想间的对话关系，以此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思想及
其大致的演变历程，呈现传统内部多元的理论体系及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ｔｅａ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使同学了解先哲理解人与世界的思考进路，及其
在思考中所发现和面对的中国哲学问题，在多元的思想传统的发展与对话中
了解古人设计、把握生活世界的智慧。 在增加中国哲学知识的同时，也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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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引导同学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启示与参照下，对自己的生
活展开理性而独立的思考。

内容提要及相

本门课程主要介绍先秦时期至魏晋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梳理和分析各

应学时分配

个思想家所用的主要范畴概念，以及他们所应对的主要社会问题。 并将探讨
各个学派、思潮的历史发展。

本门课程共包含 ４８ 学时，每周 ３ 学时（ 含 １ 学时的讨论课） 。
一、 导言

哲学与中国哲学、 哲学与哲学史、 中国哲学学科史及其规律
二、 孔子
孔子与儒家、秩序与礼、仁、中庸、天命、君子与圣人
三、 老子
老子与道家、道德之意、道与无、德与玄德、无为与自然、对儒家的批评
四、 墨子
墨子与墨家、兼爱与仁、尚贤与尚同、非乐与节葬、天志与明鬼、三表
五、 孟子
孔孟之间、仁政、 性善论、尽心说、 圣人论和道统说
六、 庄子

道与物、知识论和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 、自由与和谐的精神境界
七、 惠施和公孙龙

名家、 历物十事、 白马论、 坚白论、 指物论
八、 易传
儒家的新方向、 两套语言、 道器之间、 三才之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
九、 荀子
儒家的分化、 性恶论、 天论、 礼与人道、 正名、 虚一而静
十、 韩非子
法家、 法术与势、 道与理、 历史
十一、 董仲舒
汉初的儒家与道家、 大一统、 德与刑、 天人感应、 名论、 性与情
十二、 王充
元气、 自然无为、 实知与知实、 性与命
十三、 王弼
玄学、 以无为本、 名教与自然、 得意忘言
十四、 郭象
玄学与庄子、 从山林到庙堂、 独化、 性与命、 玄冥之境、 名教与自然
十五、 僧肇
佛学的传入与六家七宗、 因果学说、 神不灭论、 不真空论、 物不迁论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教学方式

１６７

１．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２． 小班由助教主持，围绕课堂讲授的主题展开讨论；

３． 上班讨论中，每位同学至少做一次报告，汇报对授课内容的理解。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期末闭卷考试 ７０％；小班讨论 ３０％，包括讨论及报告表现。

《中国哲学史（ 上下） 》 ，作者：方立克，郭齐勇，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 “ 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教材） ；

《 中国哲学史》 ，作者：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 ，作者：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参考资料

《 中国哲学史》 ，作者：冯友兰；《 中国哲学大纲》 ，作者：张岱年；

《 新编中国哲学史》 ，作者：劳思光；《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作者：李泽厚；
《 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作者：史华慈；

《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作者：葛瑞汉。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哲学（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哲学（ 上） ，哲学导论等

课程中文简介

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国哲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知识，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和理论特色。 本课程的特点就是通过哲学史讲论哲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宋
明理学（ 从韩愈到戴震） 的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形态，梳理、分析和研
究中国哲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而探讨其理论范式和恒久价值。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ｓ
ｍｏｔｉｆ ｉｓ ａ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 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ｔｃ．， ｆｒｏｍ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国哲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知识，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和理论特色。 本课程的特点就是通过哲学史讲论哲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宋
明理学（ 从韩愈到戴震） 的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形态，梳理、分析和研
究中国哲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而探讨其理论范式和恒久价值。

１６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宋明理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契机（２ 学时）

１． 韩愈、李翱、宋初三先生：儒学复兴运动，２． 佛道两教的挑战与激发，３． 反
佛，４． 道统，５． 复性说。

第二讲 周敦颐（２ 学时）

１． 文献：《 通书》 《 太极图说》 ，２． 太极，３． 诚几神，４． 圣人，５． 精神气象。
第三讲 张载（２ 学时）

１． 文献：《 横渠易传》 《 西铭》 等，２． 气的概念与理论，３． 太虚即气，４． 太和两一
神化，５． 穷理尽性与穷神知化，６． 民胞物与：精神哲学与天人合一，７． 横渠四
句。
第四讲 邵雍（２ 学时）

１． 文献：《 皇极经世》 《 观物内篇》 ，２． 体用，３． 观物。
第五讲 程颢（２ 学时）

１． 文献：识仁篇与定性书，２． 天理，３．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４． 定性书中的心性
论问题，５． 儒道会通的旨趣。
第六讲 程颐（２ 学时）

１． 经典之学的新境界（ 四书学与孟子升格） ，２． 道德理性、心性论和形而上学，

３． 理气，４． 性理，５． 心的概念，６． 外庄内敬，７． 主一无适，８． 持敬涵养，９． 格物
致知穷理。

第七讲 朱熹（ 上） （２ 学时）

１． 理气关系，２． 理一分殊，３． 理与太极 ４． 理气动静。
第八讲 朱熹（ 下） （２ 学时）

１． 心统性情（ 己发未发和道心人心） ，２．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３． 主敬涵养，４．
格物致知穷理，５． 知行先后，６． 中和说。
第九讲 陈亮叶适

１． 功利主义儒家，２． 汉唐与宋代的比较 ３． 针对朱子。
第十讲 陆九渊（２ 学时）

１． 自作主宰的心学，２． 心即理，３． 易简工夫和发明本心，４． 朱陆之辩（ 朱陆异
同） 。

第十一讲 王阳明（ 上） （２ 学时）

１． 传奇哲人，２． 心外无理，３． 心外无物，４． 知行合一。
第十二讲 王阳明（ 下） （２ 学时）

１． 致良知，２． 四句教，３． 大学问，４． 阳明后学诸问题。
第十三讲 王夫之（ 上） （２ 学时）

１． 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２． 唯气论，３． 理气、天人、体用、道器，４． 理一分殊。
第十四讲 王夫之（ 下） （２ 学时）

１． 日新之化，２． 性日生日成，３． 理欲，４． 知行。
第十五讲 黄宗羲和顾炎武（２ 学时）

１． 文献：《 明夷待访录》 《 日知录》 ，２． 理气心性诸问题，３． 工夫即本体，４． 政治
学说。

哲学系（ 宗教学系）

１６９

第十六讲 戴震（２ 学时）

１． 《 孟子字义疏证》 ，２． 气化即道，３． 血气心知，４． 理存乎欲（ 以情絜情） ，５． 启
蒙思潮与近代帷幕。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每周 ２ 学时，小班讨论每周 １ 学时。

期中考试（ 当堂开卷）３０％，期末考试（ 闭卷）６０％，小班讨论 １０％。
《中国哲学史（ 上、下） 》 ，作者：方立克，郭齐勇，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 “ 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教材） ；

《 中国哲学史》 ，作者：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参考资料

《 中国哲学史新编》 ，作者：冯友兰；《 中国哲学大纲》 ，作者：张岱年；《 宋明理
学》 ，作者：陈来。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哲学（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Ｉ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授西方从泰勒士直到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分析各种哲学思想
及概念的来源及意义，为学生将来从事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ｌｅｓ ｕｎｔｉｌ Ｈｅｇｅｌ．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ｅ ｌａｙ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系统讲授西方从泰勒士直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分析各种哲学思想及
概念的来源及意义，为学生将来从事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Ｓａｙ Ｙｅｓ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ｔｕｓ 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２． Ｐｌａｔｏ’ 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３．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ｏｎ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４．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ｏｎ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ｔｅ （ Ｖｉｒｔｕｅ）
５．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６． Ａｖｉｃｅｎ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ｅｌａｒｄ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７． Ａｎｓｅｌｍ ａｎｄ Ａｑｕｉｎａｓ ｏｎ Ｇｏｄ（３ 学时）

１７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８． Ｄｕｎｓ Ｓｃｏｔｕ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ｃｋｈａｍ’ ｓ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３ 学时）
９． 笛卡尔的哲学革命（３ 学时）

１０．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３ 学时）
１１． 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论（３ 学时）
１２． 康德的理论哲学（３ 学时）

１３． 康德的实践哲学和宗教哲学（３ 学时）

１４． 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浪漫派的哲学（３ 学时）
１５．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３ 学时）

１６． 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体系（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加上小班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总分 １００ 分，１ 次 期 中 作 业 （ 读 书 报 告） 成 绩 占 ３０％， 期 末 闭 卷 考 试 成 绩 占

办法
教材

７０％。

《西方哲学史》 ，作者：赵敦华，韩震，邓晓芒，倪梁康（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 教材） ；

《 西方哲学简史》 ，赵敦华。
参考资料

《 牛津西方哲学简史》 ，作者：安东尼·肯尼；

《 哲学史教程（ 上下卷） 》 ，作者：威廉·文德尔班；
《 近代哲学史》 ，作者：Ｆ． Ｗ． Ｊ． 谢林。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哲学（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Ⅱ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有重点地讲授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和概念。 鉴于当代西方哲学分
为两种在风格和旨趣之差别明显的两种类型，因此，课程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
部分，欧洲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 其主要内容分别为大陆哲学的关注的主要
问题和思想脉路，分析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问题
解决策略。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ｗ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ｗ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教学基本目的

１７１

本课程系统讲授当代西方哲学最具影响的流派，分析各种哲学思想及概念的
来源及意义，为学生将来从事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导论；２． 尼采（ 哲学与政治） ；３． 海德格（ 哲学与政治） ；４． 胡塞尔（ 现象学） ；
５． 萨特和梅洛· 庞蒂 （ 现象学） ；６． 伯格森 （ 法国哲学） ；７． 德勒兹 （ 法国哲
学） ；８． 福柯（ 法国哲学） ；９． 分析哲学的历史及所关注的问题；１０． 弗雷格与罗
素的语言理论；１１． 弗雷格与罗素理论的问题：反描述主义论证；１２． 新指称理
论—直接指称理论；１３． 直接指称理论的问题 ／ 直接指称立论解决问题的策略
（ Ⅰ） ；１４． 直接指称理论的问题 ／ 直接指称立论解决问题的策略（ Ⅱ） ；１５． 真值
条件语义学与语句的意义；１６． 语境主义：意义问题的一种观察视角。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总分 １００ 分，１ 次期中作业（ 读书报告） 成绩占比例为 ３０％，期末闭卷考试成绩

办法
教材

占 ７０％。

《 现代西方哲学新论》 ，作者：赵敦华。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伦理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ｓ

开课单位

哲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选择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 、奥古斯丁的《 忏悔录》 、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这三本著作，希望在古典、中世纪、现代的哲学史脉络
中，呈现西方伦理学的经典样态。 我们将着重讲解这三位哲学家各自的伦理
学思路，以及其主张与希腊、基督教、现代人性观和自然观的内在关联。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选择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 、奥古斯丁的《 忏悔录》 、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这三本著作，希望在古典、中世纪、现代的哲学史脉络
中，呈现西方伦理学的经典样态。 我们将着重讲解这三位哲学家各自的伦理
学思路，以及其主张与希腊、基督教、现代人性观和自然观的内在关联。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次课：２ 月 １９ 日
第二次课：２ 月 ２６ 日
第三次课：３ 月 ５ 日

导论；《 伊利亚特》

《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一讲：第一、二卷，第三卷前 ５ 章

《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二讲：第三卷余下部分、第四、五卷

１７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四次课：３ 月 １２ 日

《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三讲：第六、七卷前 １０ 章

第五次课：３ 月 １９ 日
第六次课：３ 月 ２６ 日

《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四讲：第八、九卷
《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五讲：第七第 １１ － １４ 章、第十卷

第七次课：４ 月 ２ 日

《 旧约》 ；《 忏悔录》 第一讲：第一卷

第九次课：４ 月 １６ 日

《 忏悔录》 第三讲：第五、六、七卷

第八次课：４ 月 ９ 日

《 忏悔录》 第二讲：第二、三、四卷

第十次课：４ 月 ２３ 日

第十一次课：５ 月 ７ 日

第十二次课：５ 月 １４ 日

《 忏悔录》 第四讲：第八、九卷

《 忏悔录》 第五讲：第十、十一卷

《 忏悔录》 第六讲：第十二、十三卷

第十三次课：５ 月 ２１ 日
第十四次课：５ 月 ２８ 日
第十五次课：６ 月 ４ 日
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答疑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

《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第一讲：第一章
《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第二讲：第二章

《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第三讲：第三章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伦理学》 ，作者：万俊人、焦国成、王泽应。

《尼各马可伦理学》 ，作者：亚里士多德；《 忏悔录》 ，作者：奥古斯丁；《 道德形而
上学的奠基》 ， 作 者： 康 德； 《 尼 各 马 可 伦 理 学》 ， 作 者： 亚 里 士 多 德， 廖 申 白

（ 译） ； 《 伦 理 学 》 ， 作 者： 编 写 组； Ｔｈｅ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作 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ｓ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ｂｙ
Ｌｅｓｌｅｙ Ｂｒｏｗｎ；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作 者：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作 者： Ｋ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ｙ Ｊ．
Ｇｒｅｇｏｒ．
课程中文名称

美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

课程中文简介

概论美学学科特质、简介美学的历史及基本美学论题，引导学生初步了解美学
学科，进入美学研究之门。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ｏｍ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ａｎ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教学基本目的

向学生简要介绍美学学科，引导学生初步进入美学研究。

内容提要及相

全课程分为三部分：

应学时分配

１７３

１． 导论：美学学科，其历史、其特质及其基本论题；学时一周。
２． 美学的历史：简介中西美学史理论；学时八周。

３． 论艺术：以“ 艺术” 论题为线索，介绍中西方美学视野中的艺术观念，兼论美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学研究之方法；学时六 ～ 七周。

课堂教学，学生课堂报告和讨论。
期中报告 ３０％，期末考试 ７０％。
《 美学原理》 ，作者：叶朗。

《 西方美学史》 ，作者：朱光潜；《 中国美学史大纲》 ，作者：叶朗；

《 中国美学十五讲》 ，作者：朱良志；《 西方美学史新编》 ，作者：章启群。
课程中文名称

科学哲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西方哲学史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１． 科学的本性。 介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合理论，如科学划界、科
学说明、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动态演变的规律等。

２． 科学的历史。 科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科学、希腊化
和罗马时期的科学、中世纪的神学与科学、近代科学的创立、科学时代、大科学
时代。 中国的科学传统。

３． 科学对人类的意义。 科学与世界图景（ 介绍现代科学中的有关哲学问题，

如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理论、基因科学等） 、科学与人生观、科学的应用与伦
理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以哲学专业的学生为主要授课对象，结合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讲述科
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开场白 亚里士多德（ 科学哲学）
２． 亚里士多德（ 自然哲学）
３． 天文学和托勒密地心 －地静说

１７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４． 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开普勒和第谷）
５． 伽里略（ 运动观念的转变 －自然的数学化及其认识论后果 －【 科学与宗教】 ）
６． 笛卡儿（ 机械论自然观 －心物的分裂）

７． 牛顿综合（ 以及科学革命的刻画）
８． 休谟和康德（ 自然主义 －因果性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分裂）
９． 期中作业

１０． 逻辑经验主义：背景和一般哲学

１１． 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 理论结构和科学说明）
１２． 波普和划界问题

１３． 库恩和科学的合理性危机

１４．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塞拉斯（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Ｓｅｌｌａｒｓ）

１５．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范·伏拉森（ Ｂａｓ ｖａｎ Ｆｒａａｓｓｅｎ）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堂提问和讨论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作业（３０００ 字左右的论文，占 ４０％） ，期终考试（ 闭卷，占 ６０％） 。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作者：Ｇ． Ｅ． Ｒ． 劳埃德；
《 新物理学的诞生》 ，作者：Ｉ．伯纳德·科恩；

《 自然科学的哲学》 ，作者：卡尔·Ｇ．亨普尔；
《 科学究竟是什么》 ，作者：Ａ． Ｆ． 查尔默斯；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作者：Ｊｏｈｎ Ｌｏｓｅｅ。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宗教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旨在给本科新生综合介绍中国的宗教思想，解释潜藏于中国人日常生活
里的宗教信仰。 既不同于中国哲学史的讲授，也不同于诸如中国佛教史、中国
道教史等课程的讲授，而是要在儒家、佛教、道教等具体的生活或行为里，去寻
绎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基本宗教思想或要素，建构整体的中国宗教的传统。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ｗｉｌｌ

哲学系（ 宗教学系）

１７５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ａｓ 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上古遗留宗教习俗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儒教经典阅读（ 上）
第三讲：儒教经典阅读（ 下）
第四讲：《 女诫》
第五讲：谶纬
第六讲：佛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
第七讲：异教竞争与唐代宗教生活（ 上）
第八讲：异教竞争与唐代宗教生活（ 下）
第九讲：国家祀典和民间丛祠
第十讲：朱熹《 家礼》
第十一讲：民间宗教
第十二讲：明清时期北京东岳庙的宗教结社
第十三讲： 民间宗教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
第十四讲：戏剧和宗教仪式
第十五讲：录像资料，民间宗教仪式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另外每个学生要写一篇文章。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中国大众宗教》 ，作者：韦思谛；《 变迁之神》 ，作者：韩森著，包伟民译；
《 道与庶道》 ，作者：韩明士著，皮庆生译。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阿拉伯语 （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阿拉伯语是本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主要向学生传授阿拉伯语的语音、
词汇、语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严格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
则，对学生进行语音语调、书法、基本词汇、句型和语法等基本功的训练，全面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掌握用阿拉伯语进行口、笔交际的初步能
力。 通过两年的学习，达到阿拉伯语基础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学生进入高年级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学期的教学，使学生首先掌握阿拉伯语的发音、字母认读和书写，在此
基础上学习阿拉伯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具备初步的阿拉伯语读、写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共有 １９ 课，前六周讲授第 １ ～ ９ 课，后十周讲授第 １０ ～ １９ 课。 课文涉及
语法现象有阿拉伯语字母表、词的分类、名词的性数、名词句、主格独立代名
词、民次的格与式、动词句、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名词双数和完整复数的主
格形式、宾格接尾代名词、破碎复数、指示名词和指示结构、双数和完整复数的
宾格和属格形式、修饰语和被修饰语、属格接尾代名词、正偏组合、残缺动词用

法、基数词 １ ～ １０ 的用法、序数词 １ ～ １０ 的用法、部分虚词的用法、疑问句等。
掌握每课课文的单词，阅读材料中的单词及句型。

每学期要求背诵规定的 １０ 篇课文，并作为期末总评成绩的 １０％。 完成每课的
课外作业，并作为期末总评的 １０％。

重点与难点：准确掌握发音规则，准确掌握字母书写规则，掌握基本语法和基
本词汇。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学时分配：讲授 ３０％，练习 ４０％，其他教学环节如表达与参与 ３０％。
课堂讲授，练习，其他教学环节如表达与参与。

闭卷考试，成绩评定一般为期末笔试 ４０％、期中 ３０％ 和平时成绩 ３０％ （ 出勤、
作业、课文背诵） 。

《 阿拉伯语基础教程》 （ 一） ，作者：张甲民，景云英。

外国语学院

１７７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阿拉伯语 （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阿拉伯语（ 一）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阿拉伯语是本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主要向学生传授阿拉伯语的语音、
词汇、语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严格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
则，对学生进行语音语调、书法、基本词汇、句型和语法等基本功的训练，全面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掌握用阿拉伯语进行口、笔交际的初步能
力。 通过两年的学习，达到阿拉伯语基础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学生进入高年级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学期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学习阿拉伯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具备一定
的阿拉伯语读、写能力，具备初步的阿拉伯语听、说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共有 １７ 节课，前 ８ 周讲授第 １ ～ ９ 课，后 ８ 周讲授第 １０ ～ １７ 课。 课文涉

及语法现象有部分虚词的用法、部分残缺动词的用法、基数词 １１ ～ １９ 的用法、
现在式动词的格位、宾格工具词、切格工具词、序数词 １１ ～ １９ 的用法、时间宾
语、空间宾语、形容从句、廉洁名词、禁戒式、开始动词、基数词和序数词 ２０ ～ ９９

的用法、惊叹句、被动式动词、比较名词、部分复句、主动名词等。 掌握每课课
文的单词，阅读材料中的单词及句型。

每学期要求背诵规定的 １０ 篇课文，并作为期末总评成绩的 １０％。 完成每课的
课外作业，并作为期末总评的 １０％。 要求每位同学在学期中至少有一次用阿
拉伯语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与同学交流，时间不少于 １５ 分钟。

重点与难点：掌握更多的词汇，阅读更多的文章，学会更多的表达，培养更多的
语感。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讲授 ３０％，练习 ４０％，其他教学环节如表达与参与 ３０％。

闭卷考试，成绩评定一般为期末笔试 ４０％、期中 ３０％ 和平时成绩 ３０％ （ 出勤、
作业、课文背诵） 。

《 阿拉伯语基础教程》 （ 二） ，作者：张甲民，景云英。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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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阿拉伯语 （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阿拉伯语（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阿拉伯语是本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主要向学生传授阿拉伯语的语音、
词汇、语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严格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
则，对学生进行语音语调、书法、基本词汇、句型和语法等基本功的训练，全面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掌握用阿拉伯语进行口、笔交际的初步能
力。 通过两年的学习，达到阿拉伯语基础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学生进入高年级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１． 学习阿拉伯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
２． 提高阿拉伯语读、写能力

３． 具备一定的阿拉伯语听、说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ｉｓ ａ ｋｅ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ｓ ｔｈｅｍ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ｗｏ ｙｅａｒ’ 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ｇｅｔ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学期的教学，使学生掌握阿拉伯语的新的语法现象、新单词、词组。 强
化学习中的语感，使学生能较为流利地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掌握

１０００ 新词汇。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共有 １６ 课，每周进行一课。 课文涉及语法现象有隔离代名词，数词百、
千、百万，绝对宾语，原因目的宾语，关系名词，呼唤名词和半主动名词，字面正
偏组合，连接名词，词根的用法，同位语，状语，条件词和除外词，时态，张大名
词，时空名词，感叹句型等以及其他词语的特殊用法。

掌握每课课文的单词，阅读材料中的单词及句型。 每学期要求背诵规定的 ０

篇课文，并作为期末总评成绩的 １０％。 完成每课的课外作业，并作为期末总评
的 １０％。 要求每位同学在学期中至少有一次用阿拉伯语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
内容，并与同学交流，时间不少于 １５ 分钟。

重点与难点：掌握更多的词汇，阅读更多的文章，学会更多的表达，培养更多的
语感。

总学时：１４４ 学时（ 以 １８ 周计算） 。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学时分配：讲授 ３０％，练习 ４０％，其他教学环节如表达与参与 ３０％。
课堂讲授、课后作业、课堂讨论相结合。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成绩评定一般为期末笔试 ４０％、期中 ３０％ 和平时成绩

３０％（ 出勤、作业、课文背诵） 。

外国语学院
教材

１７９

《 新编阿拉伯语（ 三） 》 ，作者：国少华等。

参考资料

《 高等学校阿拉伯语教学大纲》 ，作者：基础阿拉伯语教学大纲研订组。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阿拉伯语 （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阿拉伯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阿拉伯语是本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 主要向学生传授阿拉伯语的语音、
词汇、语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严格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
则，对学生进行语音语调、书法、基本词汇、句型和语法等基本功的训练，全面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掌握用阿拉伯语进行口、笔交际的初步能
力。 通过两年的学习，达到阿拉伯语基础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学生进入高年级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１． 学习阿拉伯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
２． 具备较高的阿拉伯语读、写能力
３． 提高阿拉伯语听、说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ａｂｉｃ ｉｓ ａ ｋｅｙ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ｓ ｔｈｅｍ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ｗｏ ｙｅａｒ’ 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ｇｅｔ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学期的教学，使学生掌握阿拉伯语的新的语法现象、新单词、词组。 强
化学习中的语感，使学生能较为流利地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掌握

１０００ 以上新词汇。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共有 １６ 课，每周进行一课。 课文涉及语法现象有冠词的用法、强调词、
根化动词句子、根化名词句、工具名词、阿拉伯语的时态、分词、因缘修饰语、动

名词、切格工具词、否定全类工具词、要造词根等以及其它词语的特殊用法。
掌握每课课文的单词，阅读材料中的单词及句型。

每学期要求背诵规定的 １０ 篇课文，并作为期末总评成绩的 １０％。 完成每课的
课外作业，并作为期末总评的 １０％。 要求每位同学在学期中至少有一次用阿
拉伯语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与同学交流，时间不少于 １５ 分钟。

重点与难点：掌握更多的词汇，阅读更多的文章，学会更多的表达，培养更多的
语感。

总学时：１４４ 学时（ 以 １８ 周计算） ；

学时分配：讲授 ３０％，练习 ４０％，其他教学环节如表达与参与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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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课后作业、课堂讨论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成绩评定一般为期末笔试 ４０％、期中 ３０％ 和平时成绩

办法
教材

３０％（ 出勤、作业、课文背诵） 。

《 新编阿拉伯语》 （ 四） ，作者：国少华等。

参考资料

《 高等学校阿拉伯语教学大纲》 ，作者：基础阿拉伯语教学大纲研订组。

课程中文名称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ａｂ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针，阐述和分析历史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和发展
的主、客观原因和中世纪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近现代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剖析和解说
宗教性的文化现象，从而增强学生在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中的识别
能力。 本课程以撰写论文作为学期考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教学基本目的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通过本学期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知识，初步
了解国内和国际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 导论（６ 学时）

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环境，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基
本概念，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点，阿拉伯人概念的演变，研究现状与基
本参考文献

二、 穆罕默德世系与伊斯兰教的创立（６ 学时）
穆罕默德世系，伊斯兰教的创立
三、 《 古兰经》 与圣训（２ 学时）

《 古兰经》 的成书过程与基本内容，圣训的形成过程
四、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功课（２ 学时）
伊斯兰教的六信，伊斯兰教的五功
期中讨论及读书总结（２ 学时）
五、 伊斯兰教的圣地与朝觐（４ 学时）
两圣地与朝觐，耶路撒冷问题的演变
六、 伊斯兰教法（２ 学时）

外国语学院

１８１

七、 伊斯兰教教派（２ 学时）
八、 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４ 学时）
九、 当代伊斯兰热点问题（２ 学时）
期末讨论及读书总结（２ 学时）

学时分配：讲授与观看教学资料片 ３０ 学时，讨论 ４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观看教学资料片，课堂讨论，课外阅读辅导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撰写课程论文，成绩评定一般为期末课程论文 ６０％、撰写读书报 ３０％ 和平时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成绩 １０％（ 出勤、讨论等）

《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 ，作者：孙承熙。
《 东方学》 ，作者：萨义德著，王宇根译；

《 当代伊斯兰教法》 ，作者：吴云贵；《 伊斯兰教法概略》 ，作者：吴云贵；
《 中国伊斯兰教史》 ，作者：李兴华等；

《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作者：周燮藩，吴云贵；

《 伊斯兰教史》 ，作者：金宜久；《 伊斯兰教》 ，作者：金宜久；

《 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 ，作者：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
《 阿拉伯通史》 ，作者：希提著，马坚译；

Ｗｈａｔ Ｗｅｎｔ Ｗｒｏ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波斯语（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共二学年，全面讲授现代波斯语的基本语音、基本语法（ 包括词法和句

法） 、基本书写规则、基本词汇、句型操练、各种类型的文章和练习，补充阅课文
和成语等，全部教学过程出现的本本词汇 ３０００ 多个。 第 １ 学期授课过程中着
重语音、听力和书写的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ｕｐ ｔｏ 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ｆｌｕｅｎ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ｏｕｒ －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ｌｏ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ａｎｄ ａ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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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通过采取课堂讲解、大量练习与课后作业相结合的方式，指导学
生掌握波斯语的发音、书写和语法，全面训练学生的波斯语听、说、读、写、译等
方面的能力，为毕业后从事波斯语的实际翻译工作或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
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 ４ 周：教授波斯语的书写、发音规则，讲完《 波斯语教程》 （１） 第 １ ～ １２ 课，
并完成语音、书写阶段总复习；第 ５ 周：阶段测验；

第 ６ ～ ９ 周：讲授第 １３ ～ １７ 课（ 波斯语的名词、代词、系动词的特征和用法） ；第

１０ 周：期中考试；

第 １１ ～ １５ 周：讲授第 １８ ～ ２２ 课（ 波斯语的形容词、副词，以及动词的词根、人称
和时态变位，现在和过去时态） ；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第 １６ 周：期末复习、总结；第 １７ 周：期末考试。
课堂讲授与练习、课外辅导与作业。
期末闭卷笔试 ８０％ ＋口试 ２０％。
《 波斯语教程 － １》 ，作者：李湘。

Ｄａｗｒｅ －ｅ Ａｍｕｚｅｓｈ －ｅ Ｚａｂａｎ －ｅ Ｆａｒｓｉ （１） ，Ｍ． Ｚａｒｇｈａｍｉａｎ；
Ａｚｆａ （１） ，Ｙ． Ｓａｍａｒｅｈ。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波斯语（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波斯语（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共二学年，系统讲授现代波斯语的基本语音、基本语法（ 包括词法和句

法） 、基本书写规则、基本词汇、句型操练、各种类型的文章和练习，补充阅课文
和成语等，全部教学过程出现的本本词汇 ３０００ 多个。 第 ２ 学期授课过程中着
重语音、书写、朗读和理解的全面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ｕｐ ｔｏ 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ｆｌｕｅｎ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ｏｕｒ －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ｌｏ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ｓｉｖ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外国语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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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共两年，通过采取课堂讲解、大量练习与课后作业相结合的方
式，指导学生掌握波斯语的发音、书写和语法，全面训练学生的波斯语听、说、
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为毕业后从事波斯语的实际翻译工作或学术研究打
下坚实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的具体课程安排如下：

第 １ ～ ８ 周：完成《 波斯语教程》 第 １ 册第 ２３ ～ ３０ 课的讲授；
第 ９ 周：复习、总结第一册的内容，期中考试；

第 １０ ～ １６：完成《 波斯语教程》 第 ２ 册的第 １ ～ ７ 课。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第 １７ 周：期末复习、考试。

课堂讲授与练习、课外辅导与作业。
期末闭卷笔试 ８０％ ＋口试 ２０％。
《 波斯语教程》 （１ ～ ２） ，作者：李湘。

Ｄａｗｒｅ －ｉ Ａｍｕｚｅｓｈ －ｉ Ｚａｂａｎ －ｉ Ｆａｒｓｉ （２） ，Ｍ． Ｚａｒｇｈａｍｉａｎ；
Ａｚｆａ （２） ，Ｙ． Ｓａｍａｒｅｈ。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波斯语（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波斯语（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共二学年，系统讲授现代波斯语的基本语音、基本语法（ 包括词法和句

法） 、基本书写规则、基本词汇、句型操练、各种类型的文章和练习，补充阅课文
和成语等，全部教学过程出现的本本词汇 ３０００ 多个。 本学期授课过程中着重
阅读、理解和语法的全面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ｕｐ ｔｏ 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ｆｌｕｅｎ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ｏｕｒ －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ｌｏ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共两年，通过采取课堂讲解、大量练习与课后作业相结合的方
式，指导学生掌握波斯语的发音、书写和语法，全面训练学生的波斯语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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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为毕业后从事波斯语的实际翻译工作或学术研究打
下坚实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学期将完成波斯语全部时态、语态、词法，以及部分句法的讲授。 课时安排

应学时分配

具体如下：

第 １ ～ ９ 周：《 波斯语教程》 第 ２ 册第 ８ ～ １６ 课；期中复习和考试；

第 １０ ～ １３ 周：《 波斯语教程》 第 ２ 册第 １７ ～ ２０ 课（ 波斯语构词法） ；

第 １４ ～ １６ 周：：《 波斯语教程》 第 ２ 册第 ２１ ～ ２３ 课（ 句法） ；期末复习。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第 １７ 周：期末考试。

课堂讲授与练习、课外辅导与作业。
期末闭卷笔试 ８０％ ＋口试 ２０％。
《 波斯语教程 － ２》 ，作者：李湘。

Ｄａｗｒｅ －ｉ Ａｍｕｚｅｓｈ －ｉ Ｚａｂａｎ －ｉ Ｆａｒｓｉ （３） ，作者：Ｍ． Ｚａｒｇｈａｍｉａｎ；
Ａｚｆａ － ３，作者：Ｙ． Ｓａｍａｒｅｈ。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波斯语（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波斯语 （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共二学年，系统讲授现代波斯语的基本语音、基本语法（ 包括词法和句

法） 、基本书写规则、基本词汇、句型操练、各种类型的文章和练习，补充阅课文
和成语等，全部教学过程出现的本本词汇 ３０００ 多个。 本学期授课过程中着重
阅读、理解和语法的全面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ｕｐ ｔｏ 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ｆｌｕｅｎ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ｏｕｒ －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ｌｏ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共两年，通过采取课堂讲解、大量练习与课后作业相结合的方
式，指导学生掌握波斯语的发音、书写和语法，全面训练学生的波斯语听、说、
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为毕业后从事波斯语的实际翻译工作或学术研究打
下坚实的基础。

外国语学院

１８５

内容提要及相

本学期重点讲授波斯语句法，重点在加强对各种波斯语复杂句型的理解和掌

应学时分配

握。 具体课时安排如下：

第 １ ～ ７ 周：《 波斯语教程》 第 ２ 册第 ２４ ～ ３０ 课；
第 ８ 周：期中复习、考试；

第 ９ ～ １５ 周：《 波斯语教程》 第三册第 １ － ７ 课；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第 １６ 周：期末复习；第 １７ 周：期末考试。
课堂讲授与练习、课外辅导与作业。
期末闭卷笔试 ８０％ ＋口试 ２０％。

教材

《 波斯语教程 － ２》 ，作者：李湘；《 波斯语教程》 第三册，作者：滕慧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韩国（ 朝鲜） 语 （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Ｋｏｒｅａｎ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本系本科生最重要的基础课，主要讲授韩国语入门阶段必须了解的
韩国语发音、基本词汇、基础语法，通过对各种特定主题课文与练习的讲解，综
合训练学生的韩国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ｔ ｅｎｔ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ｉａ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Ｉｔ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朝鲜（ 韩国） 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
以及 ２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初步具备听、说、读、写方面的综合能力，为继续学
习韩国（ 朝鲜） 语、深入理解韩国社会文化及今后进行韩国学相关研究打下良
好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共 １８０ 课时，每周 １０ 课时，１０ 学分。
第一周

第一、 二课：韩国语元音、辅音

第二周

第三、 四课：韩国语元音、辅音

第三周

第五、 六课：韩国语单韵尾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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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第四周

第七、 八课：韩国语双韵尾

第五周

第九、 十课：韩国语的语音变化，语音部分总结整理、复习、测试

第六周

第十一课：语法

第七周

第十二课：语法

第八周

第十三课： 语法

第九周

第十四课： 语法

第十周

综合练习、复习

第十一周

第十五课：语法

第十二周

第十六课：语法

第十三周

第十七课：语法

第十四周

综合练习：复习

第十五周

第十八课：语法

第十六周

第十九课：语法

第十七周

第二十课：语法

第十八周

综合练习、复习

教师讲解与学生实践相结合。 改变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过
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设计一些学生可以积极参与的教学形式，开发和制
作一些有利于基础教学的教具，同时进一步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手
段，寓教于乐，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闭卷考试 ５０％， 平时成绩 ５０％。
《 韩国语（１） 》 （ 修订本） ，作者：李先汉等。
《 大学韩国语语法》 ，作者：王丹；

《 新编韩国语实用语法》 ，作者：韦旭升，许东振；
《 韩国语文法》 （１，２） ，作者：韩国国立国语院。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韩国（ 朝鲜） 语 （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Ｋｏｒｅａｎ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朝鲜语 １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本系本科生最重要的基础课，主要讲授韩国语基础阶段必须了解的
韩国语发音、基本词汇、基础语法，通过对各种特定主题课文与练习的讲解，提
高学生的韩国语听、说、读、写、译能力，激发学生学习韩国语的兴趣。

外国语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１８７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ｉａ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Ｉｔ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ａｒｏ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ａｊｏ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朝鲜（ 韩国） 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
以及 ２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初步具备听、说、读、写方面的综合能力，为继续学
习韩国（ 朝鲜） 语、深入理解韩国社会文化及今后进行韩国学相关研究打下良
好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每周一课，共 １５ 课。 第六周， 综合练习，复习；第十八周，综合练习、复习。 共

１８０ 课时，每周 １０ 课时，１０ 学分。

教师讲解与学生实践相结合。 改变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过
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设计一些学生可以积极参与的教学形式，开发和制
作一些有利于基础教学的教具，同时进一步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教学手
段，寓教于乐，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闭卷考试 ５０％，平时成绩 ５０％。
《 韩国语（２） 》 （ 修订本） ，作者：李先汉等。
《 大学韩国语语法》 ，作者：王丹；

《 新编韩国语 实用语法》 ，作者：韦旭升，许东振；
《 韩国语文法》 （１，２） ，作者：韩国国立国语院。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韩国（ 朝鲜） 语 （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Ｋｏｒｅａｎ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韩国语 １， 韩国语 ２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朝鲜语（ 韩国语） 的语音、字母、常用词汇和基本语法。 通过语
音训练、书写练习、精读课文、语法讲解，使学生掌握 ３５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约

２００ 个惯用句型和基本语法知识，并且使学生的发音语调正确，能够用朝鲜语
（ 韩国语） 进行一般的语言交际。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ｓｏｕｎｄ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ｙ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ｃｔｉｃｅ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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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ｔ ａｓｓ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ａｂｏｕｔ ３５００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２００ ｉｄｏｍａｔ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ｋ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ｍ ｍａｋｅ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就在于通过课上的学习和辅助练习，使学生掌握韩国（ 朝

鲜） 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５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
读、写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为学习朝鲜、韩国文化、文学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采用自主开发的教材，通过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教授朝鲜语

应学时分配

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使学生具备听、说、
读、写方面的能力，掌握日常会话的基本技能，并为其它相关知识的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同时，本课程在讲授的过程中还要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
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教授语言知识，培养语言技能，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重点与难点：１． 纠正发音；２． 语法与惯用型及练习；３． 提高听、说、读、写能力。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讲授 ６０％，练习 ４０％。
讲授与练习相结合。

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笔试为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韩国语 ３》 ，作者：李先汉等。

《 韩国语教学用语尾、助词词典》 ，作者： 李姬子，李钟禧 ；
《 作为外语的韩国语语法》 ，作者：白凤子。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韩国（ 朝鲜） 语 （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Ｋｏｒｅａｎ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韩国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朝鲜语（ 韩国语） 的语音、字母、常用词汇和基本语法。 通过语
音训练、书写练习、精读课文、语法讲解，使学生掌握 ３５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约

２００ 个惯用句型和基本语法知识，并且使学生的发音语调正确，能够用朝鲜语
（ 韩国语） 进行一般的语言交际。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ｓｏｕｎｄ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ｙ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ｃｔｉｃｅ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ｔ ａｓｓ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ａｂｏｕｔ ３５００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２００ ｉｄｏｍａｔ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ｋ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外国语学院

１８９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ｍ ｍａｋｅ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就在于通过课上的学习和辅助练习，使学生掌握韩国（ 朝

鲜） 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５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
读、写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为学习朝鲜、韩国文化、文学等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采用自主开发的教材，通过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教授朝鲜语

应学时分配

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使学生具备听、说、
读、写方面的能力，掌握日常会话的基本技能，并为其它相关知识的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 同时，本课程在讲授的过程中还要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
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教授语言知识，培养语言技能，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重点与难点：１，纠正发音；２，语法与惯用型及练习；３，提高听、说、读、写能力。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讲授 ６０％，练习 ４０％。
讲授与练习相结合。

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笔试为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韩国语 ４》 ，作者：李先汉等。

《 作为外语的韩国语语法》 ，作者：白凤子；

《 韩国语教学用语尾、助词词典》 ，作者：李姬子，李钟禧。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精读（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教授《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范围内要求的德语
语音、词汇、语法、语言材料、篇章和文体（ 书面语、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应
用文以及文学作品等） 。 针对五项基本技能采取课上讲授与训练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培养语言技
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ｏａｌ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ｔ ｔｈｅｍ ｋｎ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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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ｅｖｅｌ． Ｗｅ ｐａｙ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ｌａｙ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德语入门，由浅入深，从培养学生德语语言初步交际能力
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和认识德语国家一般社会文化及国情，到扩
大、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语知识与应用水平；注意提高学生的思考、理解、
分析综合能力以及独立学习的学风和能力，为进一步的德语语言、文化、文学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周

日常交际（ 语法重点：语音、语调）

第３周

介绍家庭和朋友（ 语法重点：语音、语调）

第２周
第４周

课堂交际（ 语法重点：语音、语调）
我们学德语（ 语法重点：人称代词、动词现在时、命令式、名词单复

数）

第５周

学习和休闲（ 语法重点：动词现在时、冠词和疑问代词、动词及补足

第６周

时间（ 语法重点：动词现在时、冠词的省略、方向和状态补足语）

语）

第７周
结构）

复习：词汇学习方法（ 语法重点：句子种类、总结动词及补足语、句子

第８周

您需要什么？ （ 在商场买东西） （ 语法重点：助动词、指示代词、小品

第９周

饮食（ 语法重点：情态动词 ｍ？ ｃｈｔｅｎ、ｍüｓｓｅｎ， 人称代词、可分动词）

词、介词）
第 １０ 周
第 １１ 周

休闲和爱好（ 语法重点：第三格、带起第三格的介词）

复习：口语练习方法（ 语法重点：带起第三格和第四格的介词、自由

说明语）
第 １２ 周

介绍房间（ 语法重点：同时可带第三格和第四格的介词、不定代词、

第 １３ 周

回顾历史（ 语法重点：现在完成时 Ｉ，ｈａｂｅｎ 和 ｓｅｉｎ 的过去时，介词补

第 １４ 周

圣诞节和新年（ 语法重点：情态动词的过去时、现在完成时 ＩＩ，ｓｅｉｎ

第 １５ 周

复习：复习方法（ 语法重点：框架结构、动词变位、命令和要求）

情态动词 ｄüｒｆｅｎ， ｓｏｌｌｅｎ）
足语）

和可分动词的现在完成时）
教学 大 纲 － 教

课堂讲授、练习，课下作业，单独辅导，答疑。

学方式

教学 大 纲 － 学

期末总成绩由笔试和口试两个成绩按一定比例核算而成。

生成 绩 评 定 办
法
教材

《 当代大学德语》 ，作者：梁敏，聂黎曦。

外国语学院
参考资料

１９１

《 德语综合教程》 ，作者：陈壮鹰；

《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作者：Ｈａｒｔｍｕｔ Ａｕｆｄ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ｅ。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精读（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德语精读（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教授《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范围内要求的德语
语音、词汇、语法、语言材料、篇章和文体（ 书面语、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应
用文以及文学作品等） 。 针对五项基本技能采取课上讲授与训练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培养语言技
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 －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ｔ ｔｈｅｍ ｋｎ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ｅｖｅｌ． Ｗｅ ｐａｙ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ｌａｙ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德语入门，由浅入深，从培养学生德语语言初步交际能力
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和认识德语国家一般社会文化及国情，到扩
大、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语知识与应用水平；注意提高学生的思考、理解、
分析综合能力以及独立学习的学风和能力，为进一步的德语语言、文化、文学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 旅行（ 语法重点：第二格、从句）

第 ２ 周 表象与存在（ 语法重点：形容词变格（ 一） ）
第 ３ 周 犯罪和侦查（ 语法重点：形容词变格（ 二） ）
第 ４ 周 健康（ 语法重点：反身动词）

第 ５ 周 学习技巧：阅读（ 语法重点：代副词）
第 ６ 周 人生轨迹（ 语法重点：过去时（ 一） ）

第 ７ 周 大学和大学生生活（ 语法重点：过去时（ 二） ）
第 ８ 周 家庭和婚姻（ 语法重点：不定式（ 一） ）
第 ９ 周 体育和运动（ 语法重点：不定式（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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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周 学习技巧：写作（ 语法重点：自由说明语（ 总结） ）
第 １１ 周 交际和礼貌（ 语法重点：过去完成式）
第 １２ 周 电视（ 语法重点：被动式（ 一） ）

第 １３ 周 互联网（ 语法重点：被动式（ 二） ）

第 １４ 周 信件往来（ 语法重点：被动式（ 三） ）

第 １５ 周 学习技巧：学习者类型（ 语法重点：简单句和复合句（ 总结） ）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练习，课下作业，单独辅导，答疑。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成绩由笔试和口试成绩按一定比例核算而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当代大学德语二》 ，作者：聂黎曦，梁敏。

《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作者：Ｈａｒｔｍｕｔ Ａｕｆｄ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ｅ；
《 德语综合教程二》 ，作者：黄克琴。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精读（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德语精读（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在德语精读（ 一） （ 二） 的基础上，继续引导学生德语入门，由浅入深，
从培养学生德语语言初步交际能力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和认识德
语国家一般社会文化及国情，到扩大、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语知识与应用
水平；注意提高学生的思考、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以及独立学习的学风和能力，
为进一步的德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 （２） ，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Ｕｐ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ｏ ｓｐｏｋｅｎ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德语入门，由浅入深，从培养学生德语语言初步交际能力
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和认识德语国家一般社会文化及国情，到扩
大、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语知识与应用水平；注意提高学生的思考、理解、

外国语学院

１９３

分析综合能力以及独立学习的学风和能力，为进一步的德语语言、文化、文学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主要教授《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范围内要求的德语

应学时分配

语音、词汇、语法、语言材料、篇章和文体（ 书面语、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应
用文以及文学作品等） 。 针对五项基本技能采取课上讲授与训练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培养语言技
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详细教学大纲：
第一周

Ｄｅｒ Ｃａｍｐｕ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ｗｅｉｔｅ Ｗｅｌｔ

语法和词汇内容：关于业余时间，介词用法，ｄｅｒ，ｄａｓ，ｄｉｅ 的第一、 二、 三格，关
系代词连同介词，关系代词 ｗａｓ，ｗｅｒ
第二周

Ｗｉｅ ｗａｅｒ’ ｓ ｍｉｔ ｎｏｃｈ ｍｅｈｒ Ｈｏｅｆ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语法和词汇内容：一词多义，从上下文看词义，礼貌用语中的第二虚拟式，关系
从句连同第二格
第三周

Ｓｔａｄｔ ｕｎｄ Ｌａｎｄ

语法和词汇内容：反义词，一词多义，第二虚拟式用法
第四周

Ｇｌüｃｋ

语法和词汇内容：关于 Ｇｅｌｄ，ｈａｌｔｅｎ，Ｔｉｅｒｅ，被动态中的第二虚拟式，被动态替代
形式，复习第二虚拟式
第五周
第六周

复习

Ｄ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 ｌｅｒｎｅｎ： Ｗｏｅｒｔｅｒｂüｃｈｅｒ

语法和词汇内容：一词多义，大小写，比较第二虚拟式，扩展从句，同位语
第七周

Ｍｅ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ｎｄ ｉｃｈ

语法和词汇内容：计算机语言，分写与合写，目的状语从句，ｏｈｎｅ ．．． ｚｕ，情态助
动词的第二虚拟式
第八周

Ｗｅｔｔｅｒ， Ｋｌｉｍａ， Ｕｍｗｅｌｔ

语法和词汇内容：天气用语，环境问题，间接引语中的第一虚拟式，间接引语
Ｍａｌ ｓｅｈｅｎ， ｗｉｅ ｅｓ ｗｅｒｄｅｎ ｗｉｒｄ
语法和词汇内容：ｗｅｒｄｅｎ，ａｓｔｒｏ －，预言，第一将来时，让步从句，ｔｒｏｔｚｄｅｍ
第九周
第十周

复习

Ｅｓ ｗａｒ ｅｉｎｍａｌ ．．．
语法和词汇内容： －ｃｈｅｎ ｕｎｄ – ｌｅｉｎ，关于材料，ｆａｌｌｅｎ ｕｎｄ －ｆａｌｌｅｎ 第一分词作为
第十一周

定语，第二分词作为定语，扩展定语
第十二周

Ｓｐｒａｃｈｅｎ ｌｅｒｎｅｎ： Ｋｌｅｉｎｅ Ｓｔｉｌｋｕｎｄｅ

第十三周

Ａｕｓ Ｋｉｎｄｅｒｎ ｗｅｒｄｅｎ Ｌｅｕｔｅ

第十四周

Ｇｅｌｅｒｎｔ ｉｓｔ ｇｅｌｅｒｎｔ

语法和词汇内容：ｓｐｒｅｃｈｅｎ， ｒｅｄｅｎ， ｓａｇｅｎ， ｔｒｅｆｆｅｎ，形容词配价，定语
语法和词汇内容：构词法，习惯用语，一词多义让步从句，ｈｅｒ ｕｎｄ 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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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和词汇内容： －ｈｅｉｔ， － ｋｅｉｔ， － ｉｇｋｅｉｔ， ｌｅｒｎｅｎ，支配第二格的介词，无连词条
件从句

第十五周
教学方式

复习

１． 课堂学时分配：讲授 ３０％，练习 ７０％。
２． 每周课后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口试成绩占期末成绩 ３０％；笔试成绩占期末成绩 ７０％。
《 当代大学德语 ３》 ，作者：聂黎曦，梁敏。

《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作者：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编辑部；
《 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 ，作者：同济大学留学预备部。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精读（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德语精读（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在德语精读（ 一） （ 二） （ 三） 的基础上，继续引导学生德语入门，由浅
入深，从培养学生德语语言初步交际能力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和
认识德语国家一般社会文化及国情，到扩大、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语知识
与应用水平；注意提高学生的思考、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以及独立学习的学风
和能力，为进一步的德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 （２） （３） ，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Ｕｐ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ｏ ｓｐｏｋｅｎ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在德语精读（ 一） （ 二） （ 三） 的基础上，继续引导学生德语入门，由浅
入深，从培养学生德语语言初步交际能力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和
认识德语国家一般社会文化及国情，到扩大、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德语知识
与应用水平；注意提高学生的思考、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以及独立学习的学风
和能力，为进一步的德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９５

本课程主要教授《 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范围内要求的德语
语音、词汇、语法、语言材料、篇章和文体（ 书面语、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应
用文以及文学作品等） 。 针对五项基本技能采取课上讲授与训练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培养语言技
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时分配：讲授 ３０％，练习 ７０％。
详细教学计划：
第一周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
语法和词汇内容：名词补足语，形容词补足语，复习间接引语，学习表述图表
第二周 Ｆｒａｕｅｎ ｕｎｄ Ｍａｅｎｎｅｒ
语法和词汇内容：扩展补语，功能动词结构，比较从句，学习表述图表，动词前
缀
第三周 Ａｌｌｅｓ ｎｕｒ Ｔｈｅａｔｅｒ？
语法和词汇内容：ｓｃｈｅｉｎｅｎ ＋ ｚｕ ＋ 不定式，ｈａｂｅｎ ＋ ｚｕ ＋ 不定式，绝对比较级，
词汇场 Ｂüｈｎｅ，动词 ｓｐｉｅｌｅｎ， ｈａｎｄｅｌｎ， ｂｅｈａｎｄｅｌｎ 的用法
第四周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 ｕｎｄ Ｓｃｈｗｅｉｚ
语法和词汇内容：省略句，第一和第二不定式 ＋ ｚｕ， （ ａｎ） ｓｔａｔｔ ＋ ｚｕ， 情 态动词
ｓｏｌｌｅｎ 动词 ｚｉｅｈｅｎ 和 ｚｉｅｈｅｎ 加前缀
第五周 复习
第六周 Ｓｔｕｄｉｅｒｅｎ Ｌｅｒｎｅｎ： Ｇｅｗｕｓｓｔ ｗｏ！
语法和词汇内容：情态动词 ｓｏｌｌｅｎ， ｗｏｌｌｅｎ 的主观用法，复习命令式，时间和数
字说明语
第七周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语法和词汇内容：破框结构，情态动词的主观用法，感叹词
第八周 Ａｒｂｅｉｔｓｌｕｓｔ ｕｎｄ Ａｒｂｅｉｔｓｆｒｕｓｔ
语法和词汇内容：从句的位置，同义词和反义词
第九周 Ａｒｂｅｉｔ ｎｅｈｍ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 ｇｅｂｅｎ
语法和词汇内容：作形容词用的第一分词和第二分词，让步从句
词汇场：Ｌｅｉｓｕｎｇｓｄｒｕｃｋ ｕ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ｅｔｒｉｅｂ
第十周 复习
第十一周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ｕｎｄ Ｓｐｒüｃｈｅ
语法和词汇内容：惯用语，构词法： －ｉｅｒｅｎ 结尾的动词
第十二周 Ｋｕｎｓｔ
语法和词汇内容：比较从句 ｗäｈｒｅｎｄ 词汇场：Ｂｉｌｄｅｎｄｅ Ｋｕｎｓｔ
第十三周 Ｇｌａｕｂｅ ｕｎｄ Ａｂｅｒｇａｕｂｅ
语法和 词 汇 内 容： 带 前 缀 ｄｕｒｃｈ －， ｈｉｎｔｅｒ －， üｂｅｒ －， ｕｎｔｅｒ －， ｕｍ －， ｗｉｄｅｒ －，
ｗｉｅｄｅｒ －， ｖｏｌｌ －的动词 词汇场：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第十四周 Ｄｅｕｔｓｃｈ
语法和词汇内容：扩展定语，关系从句，小品词，德语词和外来词
第十五周 复习

１９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堂讲授 ３０％，课上课下练习 ３０％
口试 ３０％，笔试 ７０％。

《 当代大学德语 ４》 ，作者：聂黎曦，梁敏。

《 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作者：Ｈａｒｔｍｕｔ Ａｕｆｄ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ｅ；

《 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 ，作者：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述从中世纪初期到 １８ 世纪末启蒙文学结束（ 截至狂飙突进时期） 的
德语国家文学，包括中世纪宫廷骑士文学、中世纪晚期、巴洛克（１７ 世纪） 和启
蒙文学（１８ 世纪） 。 课程重点在于理清德语文学史发展脉络，揭示文学发展内
部规律以及文学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史的关系。 讲述内容包括每个时期
重要文学概念、文体知识、经典作家作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ｔｉｌｌ ｌａｔｅｒ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Ｒｉｔｔ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Ｌａｔ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Ｂａｒｏｃｋ （ １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ｍｅｎｔ（１８ｔｈ．） ．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ｄｒａｗ ａ ｃ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ａｗ ｂｏｔｈ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ｕｄｕｃ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掌握基本文学史知识、文本阅读和分析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部分：中世纪文学

应学时分配

一、 中世纪早期
中世纪早期
二、 中世纪鼎盛时期）

宫廷文化概述，宫廷骑士爱情诗，宫廷骑士史诗：《 帕西伐尔》 ，《 特里斯坦和伊
索尔德》 ，英雄史诗：《 尼伯龙人之歌》
三、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

中世纪晚期、人文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时期文学
第二部分：巴罗克文学 ／ １７ 世纪文学

外国语学院

１９７

巴罗克文学概述，巴罗克诗歌与格里菲乌斯，巴罗克小说及《 痴儿西木传》
第三部分：启蒙文学 ／ １８ 世纪文学

启蒙文学概述，莱辛与市民悲剧，善感文学与克罗卜施托克及启蒙诗歌，罗可
可文学与维兰德及启蒙小说，狂飙突进文学
教学方式

主要以课堂讲述为主，以文献阅读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自编教材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述从 １８ 世纪古典文学到 １９ 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结束的德语国家文
学，包括古典文学、浪漫文学、比得迈尔时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 课程重点
在于理清德语文学史发展脉络，揭示文学发展内部规律以及文学与政治、社
会、思想和文化史的关系。 讲述内容包括每个时期重要文学概念、文体知识、
经典作家作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１８ｔｈ． ｔｏ ｌａｔ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Ｂｉｅｄｅｒｍ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ｄｒａｗ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ｌａｗ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掌握基本文学史知识、文本阅读和分析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教学计划：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 魏玛古典文学（ 一） ：总论，歌德

第二周 魏玛古典文学（ 二） ：歌德，早期作品（ 诗歌、戏剧、小说）

第三周 魏玛古典文学（ 三） ：歌德，古典时期作品（ 诗歌、戏剧、小说）
第四周 魏玛古典文学（ 四） ：歌德，晚年作品（ 诗歌、戏剧、小说）
第五周 魏玛古典文学（ 五） 席勒，戏剧作品
第六周 魏玛古典文学（ 六） 席勒，理论作品

１９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七周 介于古典和浪漫之间的作家：荷尔德林，让·保尔，克莱斯特

第八周 浪漫文学（ 一） ：总论及早期浪漫文学（ 瓦肯罗德，Ｆ． 施勒格尔，诺瓦利
斯，蒂克）

第九周 浪漫文学（ 二） ：早期浪漫文学

第十周 浪漫文学（ 三） 海德堡浪漫派（ 不伦塔诺，冯·阿尼姆）

第十一周 浪漫文学（ 四） ：柏林或晚期浪漫文学（ 艾辛多夫，霍夫曼）
第十二周 比得迈尔时期的文学（ 一） ：导论及史蒂夫特，海涅

第十三周 比得迈尔时期文学（ 二） ：奥地利文学，青年德意志派，毕希纳
第十四周 市民现实主义（ 一） ：导论及凯勒
第十五周 市民现实主义（ 二） ：黑伯尔

第十六周 市民现实主义（ 三） ：冯塔纳及拉伯
教学方式

主要以课堂讲述为主，以文献阅读为辅，加之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形式为学期论文；报告及平时成绩占 ３０％，学期论文占 ７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Ｄａｓ Ｒｅｃｌａｍ 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Ｖｏｌｋｅｒ Ｍｅｉｄ。
《 德国文学史》２ ～ ３ 卷，作者：范大灿；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ｉｎ Ｔｅｘｔ，Ｂｅｓｔ， Ｏｔｔｏ Ｆ．，Ｓｃｈｍｉｔｔ。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德语精读（ 一） （ 二） （ 三） （ 四）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从自然主义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德语国家的文学发展过程，以历史、
社会、思想和文化为背景，认识德语国家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要流派及其
代表作家的文学成就。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ｅａ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ｉｍａ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德语国家文学发展状况，认识重要文学流派特点及其
代表作家的成就。 通过原作选读和讨论提高阅读和理解德语文学作品的能
力，学会文学批评的基础知识，掌握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

外国语学院

１９９

学生应了解德语国家文学发展的脉络，并能初步运用文学分析的手段研究文
学现象。
内容提要及相

一、 导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二、 自然主义（４ 学时）
三、 世纪之交（１２ 学时）
四、 表现主义（６ 学时）
五、 魏玛共和国时期（８ 学时）
六、 总结（２ 学时）
自然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自然主义时期的戏剧，
世纪之交时期的文学理论，世纪之交时期的诗歌，

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 一） ，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 二）
世纪之交时期的戏剧，世纪之交时期的通俗小说
表现主义时期的文学理论，表现主义时期的诗歌
表现主义时期的戏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学理论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短篇小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长篇小说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戏剧
教学方式

学生报告，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报告，闭卷考试，期末论文。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Ｄａｓ Ｒｅｃｌａｍ 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Ｖｏｌｋｅｒ Ｍｅｉｄ；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Ｅｉｎ Ａｂｒｉｓｓ ｉｎ Ｔｅｘｔ ｕｎｄ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Ｏｔｔｏ Ｆ． Ｂｅｓｔ；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Ｂｅｕｔｉｎ；

Ｋｌｅｉｎ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Ｋｕｒｔ Ｒｏｔｈｍａｎｎ；

《 德国文学史》 ，作者：范大灿；《 德国文学史》 ，作者：余匡复。
课程中文名称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德语精读（ 一） （ 二） （ 三） （ 四）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从流亡文学到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德语国家的文学发展过程，以历
史、社会、思想和文化为背景，认识德语国家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要流派及
其代表作家的文学成就。

２０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ｅａ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ｘｉ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德语国家文学发展状况，认识重要文学流派特点及其
代表作家的成就。 通过原作选读和讨论提高阅读和理解德语文学作品的能
力，学会文学批评的基础知识，掌握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
学生应了解德语国家文学发展的脉络，并能初步运用文学分析的手段研究文
学现象。

内容提要及相

一、 导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二、 流亡文学（４ 学时）
三、 四十年代末的联邦德国文学（２ 学时）
四、 五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６ 学时）
五、 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６ 学时）
六、 七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２ 学时）
七、 八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４ 学时）
八、 民主德国文学（４ 学时）
九、 统一以后的德国文学（２ 学时）
十、 总结（２ 学时）
１９３３ － １９４５ 流亡文学总论，１９３３ － １９４５ 流亡文学（ 戏剧部分） ，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的德语文学，五十年代联邦德国的小说，

五十年代联邦德国的戏剧，五十年代联邦德国的诗歌
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小说，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戏剧
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诗歌，七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
八十年代联邦德国的小说，八十年代联邦德国的戏剧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民主德国文学（ 一） ，民主德国文学（ 二） ，两德统一后的德国文学
学生报告，教师讲授和课堂讨论。
课堂报告，闭卷考试，期末论文。

办法
教材

自编教材

参考资料

Ｋｌｅｉｎ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作 者： Ｋｕｒｔ Ｒｏｔｈｍａｎｎ； 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Ｅｉｎ Ａｂｒｉｓｓ ｉｎ Ｔｅｘｔ ｕｎｄ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作者：Ｏｔｔｏ Ｆ． Ｂｅｓｔ；
Ｄａｓ Ｒｅｃｌａｍ 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作者：Ｖｏｌｋｅｒ Ｍｅｉ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作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Ｂｅｕｔｉｎ；

《 德国文学史》 ，作者：范大灿；《 德国文学史》 ，作者：余匡复。

外国语学院

２０１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俄语（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俄语专业学生基础学习阶段最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讲授对象为零起
点俄语本科一年级学生。 本课程分为两部分：一为导论课，主要任务是讲授俄
语的发音、调型和文字书写，进行初步的语法介绍，打开俄语学习的窗口，为从
入门过度到进行较深入的口笔语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导论课共 ８ 课，每课
包含语音、语调、语法、言语训练、书写几部分，并附加礼貌用语、文化国情，以
期学生从学习伊始就对俄语交际和俄罗斯文化产生兴趣。 二为基础课，主要
任务是学习词形变化，扩大词汇量，为下一步按题材学习对话、课文和进行口
笔语训练奠定扎实的基础。 基础课共 １０ 课，每课由语音、语法、言语训练三部
分组成。

课程英文简介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１８ ｕｎｉｔｓ ，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１ ～ ８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９ ～ １８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使学生基本掌握 ４２ 个音的正确发音，明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正确运用
清化、浊化、软化、弱化等发音规则；２． 掌握四个常用调型；

３． 学会拼读单词并能进行简单的对话；

４． 教授基础语法知识，打好语法基本功； ５． 掌握新单词 ６００ 个左右。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使用的教科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课 ８ 课，每课用时 ８ 学时，第

二部分基础课 １０ 课，每课用时 １０ ～ １４ 学时，期中考试和期末复习用时 ６ 学时。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课

元音［ а］ ，［ о］ ， ［ у］ ，［ э］ ，辅音［ п］ ，［ м］ ，［ т］ ，调型 １ （８ 学时）

第二课

元音［ и］ ，［ ы］ ，辅音［ н］ ，［ к］ ，［ с］ ，调型 ２，名词的性（１） ，名词的数

第三课

辅音［ б］ ，［ ф］ ，［ в］ ，［ д］ ，［ з］ ，［ г］ ，［ х］ ，［ р］ ， 名词的数（２） （８ 学

（１） （８ 学时）
时）
第四课

辅音［ л］ ，［ ц］ ，［ ш］ ，［ ж］ ，［ ｊ］ ，调型 ３，人称代词，物主代词（ １） ，形

容词（８ 学时）
第五课

软辅音［ м｀］ ，［ н｀］ ，［ т｀］ ，［ д｀］ ，［ ч］ ，［ ш｀］ ， 动词第一变位法，物主代词

（２） ，疑问代词 чей 的性和数（８ 学时）

２０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六课

软辅音［ р｀］ ，［ п｀］ ，［ б｀］ ，［ ф｀］ ，［ в’ ］ ，调型 ４，名词的性（２） ，名词单数

第七课

软辅音［ с｀］ ，［ з｀］ ，［ л｀］ ，［ г｀］ ，［ к｀］ ，［ х｀］ ，非动物名词单数第四格，人

第八课

复习：语音小结，语调小结，语法小结（２ 学时）

第六格，人称代词第 ６ 格，动词第二变位法 （８ 学时）
称代词第四格，名词的数（３） （８ 学时）
期中考试（２ 学时）
第九课
第十课
第十一课

《 Друзья》 （１０ 学时）

《 Студент Ли Мин》 （１０ 学时）

第十二课
第十三课
第十四课
第十五课
第十六课
第十七课
第十八课

《 Ван Лань и её друзья 》 （１２ 学时）
《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１４ 学时）

《 Семья Андрея》 （１２ 学时）

《 О наше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１２ 学时）
《 Подарок другу》 （１２ 学时）

《 Студенту одиннадцать лет》 （１２ 学时）
《 Она будет учительницей》 （１２ 学时）
《 Смелые люди》 （１２ 学时）

期末复习（４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笔试、口试．

办法
教材

《 大学俄语（１） 》 （ 新版） ，作者：史铁强，张金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俄语（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ｎ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基础俄语（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俄语专业学生基础学习阶段最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其词汇、语音、言
语训练部分由对话、课文两部分组成。 以日常生活和学校生活为题材，讲授最
常用的词语和句式，从而培养听说读写技能。 其语法项目是在第一册的基础
上，将词法与句法内容交叉安排讲授，词法部分内容有动词体的对应形式的基
本意义，形容词和副词的级、运动动词、动词命令式和假定式，数词和指示代词
的变格和用法，句法部分有句子的成分，简单句的类型以及说明从句、定语从
句、时间从句等项目的基础知识。

外国语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２０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ｔｅｘｔ．

Ｔａｋ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ｆｅ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ｔｅ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ｗｈｉ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ｆ Ｂｏｏｋ １．
教学基本目的

一、 在日常生活和学校生活题材范围内教授最常用的词语和句式，培养学生
听说读写言语技能，发展对话和叙述的交际能力。
二、 讲授基础俄语语法项目，打好语法基本功；以词的构形、常用基本句子模
式为主，要求学生在运用各类句子模式的过程中逐步掌握和完善词的构形舒
巧，通过大量练习把讲授的语法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
三、 密切结合朗读、言语训练及语法教学，巩固语音教学的成果和提高语音、
语调的素质。
四、 注重文化知识和语言材料相结合，使学生理解俄罗斯这个国家的风土人
情。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使用的教科书共有 １２ 课，每课用时 １２ ～ １４ 学时，期中考试和期末复习
用时 １０ 学时。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课
第五课
第六课
期中考试
第七课
第八课
第九课
第十课
第十一课
第十二课
期末考试

Немного о себе？ （１２ 学时）

Моя семья———это семь я？ （１２ 学时）
Моя студенческая жизнь？ （１２ 学时）
Мой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１２ 学时）
В гостях друга？ （１４ 学时）

Учусь играть в теннис？ （１２ 学时）
２ 学时

Анна едет на работу？ （１２ 学时）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１２ 学时）

Что такое отдых？ （１４ 学时）

Телефонные службы России？ （１２ 学时）

Как я болел разными болезнями？ （１２ 学时）
Москвичи и покупки？ （１４ 学时）

８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及课后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

考试为笔试和口试，期中考试成绩 ３０％，期末成绩 ５０％，口试 １０％，平时成绩

办法

１０％。

２０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材
参考资料

《 大学俄语（２） 》 （ 新版） ，作者：刘素梅。
《 俄语（２） 》 ，作者：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 大学俄语（ 东方 ２） 》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俄语（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ｎ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俄语（ 一） （ 二） ，俄语阅读 －文化背景知识（ 一）

课程中文简介

１． 精读所学课文，熟练掌握和运用词汇和语法知识，编写对话，就主题进行完
整对话和叙述。 ２． 通过配套录音资料训练听力。

课程英文简介

１．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２．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１． 在日常生活、学习及一般社会文化题材范围内教授最常用的词语及句式，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言语技能，提高对话和叙述的交际能力。

２． 密切结合朗读及言语训练，继续提高学生语音、语调素质。

３． 通过阅读课文、查阅词汇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４． 通过相关课文深入学习国情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本学期使用的教科书共有 １２ 课，每课用时 １０ ～ １２ 学时，期中考试和期末复习
用 １０ 学时。 各课的主题分别为：
第一课

人的肖像和外貌

第二课

人的性格特征

第三课

兴趣和爱好

第四课

旅游

第五课

图书馆和书籍

第六课

互联网

第七课

学习外语

第八课

广播和电视

第九课

饭店

第十课

博物馆及展览会

第十一课

戏剧和电影

第十二课

节日

课堂授课及课后作业。

外国语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２０５

考试为笔试 和 口 试， 其 中 期 中 成 绩 ３０％， 期 末 成 绩 ６０％， 口 试 及 平 时 表 现

１０％。

《 大学俄语》 （３） ，作者：黄玫。

《 俄语》 （３） ，作者：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 大学俄语（ 东方 ３） 》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俄语（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俄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俄语专业学生基础学习阶段最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在整个教学环节
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教学重心由围绕日常生活话题完成情景交际
任务、进行基础语言知识的讲授逐步向以社会生活话题为素材进行连贯语、语
篇交际能力的过渡。 教学内容涵盖了社会、文化、历史、人文和环境等诸多有
价值的社会问题，既有当代青年人关注的话题，如情感、友谊、网络和青少年教
育问题等，也兼顾了青年人理应关注的话题，如责任、环境、道德、文化等。 在
本课程学习中更加强调语言知识、技能训练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紧密结
合。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ＩＶ）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ｅｘｕ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口头交际中语言基本正确，熟练掌握并运用全部基本语法知识和基本句法知

识，掌握 １２００ 单词，听懂语速 ８０ 单词 ／ 分钟的、与所学课文内容相近的短文；
就指定话题进行 ５ 分钟的叙述，言语连贯，错误率不超过 ３％；阅读总量 ３００
页，速度 ８０ ～ １００ 单词 ／ 分钟；就指定题目写作 ６００ 字的作文。

２０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学期使用的教科书共有 １２ 课，每课用时 １２ ～ １４ 学时，期中考试和期末复习
用时 １０ 学时。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第四 课

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１２ 学时）

общ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Москве？， ？ Московское метро？ （１２ 学时）
Каменный цветок？ （１２ 学时）

（１４ 学时）
第五课

第六课
期中考试

Конфуций—выдающийся мыслитель и педагог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Экзамен？ （１２ 学时）

Я люблю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 Туризм как образ жизни？ （１２ 学时）
（２ 学时）

Рассказ Коли？， ？ Заменяет ли Интернет живое общение

第七 课

виртуальным？？ （１４ 学时）
第八课
第九课
第十课

Креповые Финские носки？ （１２ 学时）

О Ю．Гагарине？， ？ Выход в открытый космос？ （１２ 学时）
Чувство Земли？， ？ Зелёный крест？， ？ Жила －была река？ （１２ 学时）

第十 一 课

Ведущие вузы России？， ？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егодня в

России？ （１２ 学时）
第十二课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Съезде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 Эк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１４ 学时）
期末复习（８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笔试、口试。

办法
教材

《 大学俄语（４） 》 （ 新版） ，作者：张朝意。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俄罗斯文学史（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俄国古代文学，１８ 世纪文学，重点为 １９ 世纪文学，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果

戈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重点作家、重点作品的介绍。
教学方式：教师讲授为主，辅以指定篇目的课外阅读及课堂讨论。

外国语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２０７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ｓｈｋｉｎ，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 Ｇｏｇｏｌ， Ｂｅｌｉｎｓｋｙ， Ｔｙｕｔｃｈｅｖ， Ｔｕｒｇｅｎｅｖ，
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 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ｙ， Ｎｅｋｒａｓｏｖ， Ｓａｌｔｕｉｋｏｆ － Ｓｉｃｈｅｒｄｒｉｎ， 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 Ｔｏｌｓｔｏｙ，
Ｃｈｅｋｈｏｖ．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教师的介绍和讲述，使学生对古代及十九世纪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有较
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增加学生的俄罗斯文学知识，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古代至 １７ 世纪（２ 学时）
二、 １８ 世纪文学（２ 学时）

三、 １９ 世纪上半期概述（２ 学时）

四、 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丘特切夫（ 各 ２ 学时）
五、 １９ 世纪下半期概述（２ 学时）

六、 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与谢德林、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契诃夫（ 各 ２ 学时）
七、 课堂讨论
八、 复习
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为主，辅以指定篇目的课外阅读及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 ６０％，期末考试占 ４０％。

办法
教材

《 俄罗斯文学简史》 ，作者：任光宣。

参考资料

《 俄罗斯文学史》 ，作者：任光宣等；《 俄国文学史上卷》 ，作者：曹靖华。

课程中文名称

俄罗斯文学史（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文学理论基础，俄罗斯文学史（ 一）

课程中文简介

１９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 重点讲述批判现实主义；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
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ｕｒｇｅｎｅｖ， 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 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ｙ， Ｎｅｋｒａｓｏｖ， Ｓａｌｔｕｉｋｏｆ －
Ｓｉｃｈｅｒｄｒｉｎ， 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 Ｔｏｌｓｔｏｙ， Ｃｈｅｋｈｏｖ．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教师的介绍和讲述，使学生对十九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有
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增加学生的俄罗斯文学知识，扩大学生的文化视
野。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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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１９ 世纪下半叶文学概述（４ 学时）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杂志、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主线和特点；７０

－ ９０ 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杂志、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主线和特点；民粹

派运动与民粹派文学。

二、屠格涅夫的创作（２ 学时）

《 猎人笔记》 、《 罗亭》 、《 贵族之家》 、《 前夜》 、《 父与子》
三、课堂讨论：《 父与子》 （２ 学时）
四、冈察洛夫的创作（２ 学时）

《 平凡的故事》 、《 战舰巴拉达号》 、《 奥勃洛莫夫》 、《 悬崖》
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２ 学时）

《 自家人好算账》 、《 肥缺》 、《 大雷雨》 、《 雪姑娘》
六、涅克拉索夫的创作（２ 学时）

爱的主题，诗风特点，代表性诗作《 大门前的沉思》 、《 诗人与公民》 、《 严寒，通
红的鼻子》 、《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七、萨尔蒂科夫 －谢德林的创作（２ 学时）

创作题材与创作特色；代表性作品《 外省散记》 、《 一个城市的历史》 、《 戈洛夫
廖夫老爷们》 、《 童话集》 、《 波谢洪尼耶遗风》
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４ 学时）

《 穷人》 、《 罪与罚》 、《 白痴》 、《 卡拉马佐夫兄弟》
九、课堂讨论：《 罪与罚》 （２ 学时）
十、托尔斯泰的创作（４ 学时）

创作思想、主题与特点；心灵辩证法；《 战争与和平》 、《 安娜·卡列尼娜》 、《 复
活》

十一、课堂讨论：《 安娜·卡列尼娜》 （２ 学时）
十二、契诃夫的创作（２ 学时）

小说创作的特色；戏剧创新；剧作《 樱桃园》
复习答疑（２ 学时）
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与学生汇报相结合，辅以指定篇目的课外阅读及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６０％，年级论文 ４０％。

办法
教材

《 俄罗斯文学简史》 ，作者：任光宣。

参考资料

《 俄国文学史》 （ 上卷） ，作者：曹靖华；《 俄罗斯文学史》 ，作者：任光宣。

课程中文名称

俄罗斯国情（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２０９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图像、视屏和文本融合的方式，详细梳理俄罗斯国家历史，介绍俄罗
斯地理以及与俄罗斯文化传统、社会现状、风俗习惯等有关的知识，力图展现
俄罗斯民族千年发展变迁的动态画卷。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ｖｉｄｅｏ

ｃｌ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教学基本目的

引导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通过梳理历史，了解俄罗斯国家
与民族。 加强国情知识在外语专业学生知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学生
知识面，激发学生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兴趣与热情，同时，培养学生思考社会文
化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前半学期为俄国地理概况

应学时分配

包括对俄罗斯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地形分布、河流湖泊、自然资源、人口与民
族、行政区划等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地介绍
后半学期为俄国古代与近代历史（１０ － １８ 世纪）

包括古罗斯起源，接受基督教、分裂时期和蒙古人统治、莫斯科公国崛起、混乱
时期、罗曼诺夫王朝、彼得大帝改革等。 除了介绍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还要每时期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助视听欣赏、课堂讨论、课外实践。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 ２０％，期末考试占 ８０％

办法
教材

《 俄罗斯概况》 ，作者：王仰正等；

《 俄罗斯地理》 ；作者：李英男、戴桂菊；
《 俄罗斯历史》 ；作者：李英男、戴桂菊。
参考资料

《 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作者：吴克礼；《 俄国史》 ，作者：张建华。

课程中文名称

俄罗斯国情（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Ⅱ）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俄罗斯国情（ 上）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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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俄罗斯国情（ 上） 后续课程。 主要讲授 １９ 世纪至今的历史。 为学生
了解国情，继续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教学基本目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９ ｃ．

该课程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全面了解俄国 １９ 世纪至今的历史，熟悉其民族
心理特征。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４ 周
５－８ 周

俄国 １９ 世纪上半期社会历史以及文学艺术；
俄国 １９ 世纪下半期社会历史以及文学艺术；

９ － １２ 周 俄国 ２０ 世纪上半期社会历史以及文学艺术；
１３ － １６ 周 俄国 ２０ 世纪下半期社会历史与文学艺术。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之以视听观摩，课后阅读以及课堂讨论。
期末考试占 ７０％，其中小论文占 ３０％

教材

《 俄罗斯概况》 ，作者：王仰正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法语精读（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教授法语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基本语音
和语调的训练，教授语言知识，培养语言技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１． 四周时间进行法语语音教学，包括语音和语调两个部分。 在学习发音的基
础上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和课堂用语。

２． 语音阶段后，讲授基础语法知识。 教材课文内容以贴近中国，法国大学生实
际生活为主，同时顾及法国及法语区国家的文化介绍。

外国语学院

２１１

重点与难点：１． 纠正母语的影响。 ２． 坚持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的理念。

３． 培养得体的交际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学时：１２ 学时 ／ 周；课程学分：６ 学分 ／ 门
第一周

语音、语调（ 重点：日常用语）

第二周

语音、语调（ 重点：日常用语）

第三周

语音、语调（ 重点：日常用语）

第四周

语音、语调（ 重点：日常用语）

第五周

见面介绍（ 重点：第一组动词变位）

第六周

喜爱表达法（ 重点：部分冠词、命令式、第二组动词变位）

第七周

购物表达法（ 重点：缩合冠词、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第八周

打电话表达法（ 重点：最近过去时、最近将来时、间接宾语人称代词）

第九周

季节表达法（ 重点：指示形容词、副代词、疑问感叹形容词等）

第十周

家庭成员表达法（ 重点：主有形容词、重读人称代词、第三组动词变位

等）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旅游表达法（ 重点：复合过去时、副代词 ｙ、数量形容词等）
交通表达法（ 重点：复合过去时、不定式等）

第十三周

复述表达法（ 重点：未完成过去时、副代词）

第十四周

课堂学习表达法（ 重点：代词式动词、不定式等）

第十五周

滑雪表达法（ 重点：简单将来时、强调句等）

教学方式

讲授与练习相结合。 精讲多练，听说领先，写读跟上。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 口试和笔试） 。 口试成绩、笔试成绩及平时成绩各占三

办法

分之一，其中平时成绩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造句及作文作业以及平
时听写成绩认定，如有不止一位任课老师，则取多位老师平时成绩的平均数作
为平时成绩。

教材
参考资料

《 法语教程 Ｉ》 ，作者：王文融。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作者：Ｊａｃｋｙ Ｇｉｒａｒｄｅｔ；

Ｌ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作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课程中文名称

法语精读（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法语精读（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教授法语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基本语音

２１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和语调的训练，教授语言知识，培养语言技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注重培养学生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语音练习、情景对话、听写、听力等
练习贯穿始终。

２． 通过一年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 １８００ 左右单词。
重点与难点：

１． 纠正母语的影响。 ２． 坚持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的理念。 ３． 培养得体
的交际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学时：１２ 学时 ／ 周；课程学分：６ 学分 ／ 门。
周

课文主题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语法重点

住房及居室（ 语法重点：连词 ｑｕｅ、不定式等） ；
疾病及就诊（ 语法重点：关系代词 ｑｕｉ）
建议（ 语法重点：关系代词 ｑｕｅ）

远足及郊游（ 语法重点：愈过去时、代词位置）
国外学习（ 语法重点：被动句、强调句）

颜色及时尚（ 语法重点：主有代词，关系代词 ｏｕ）

大学学习及生活（ 语法重点：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

第八周

看电影（ 语法重点：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第九周

电视（ 语法重点：先将来时）

第十周

饮食（ 语法重点：条件式现在时）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职业（ 语法重点：先过去时）

爱好（ 语法重点：关系代词 ｄｏｎ’ ｔ）

邮局（ 语法重点：过去最近将来时）
教育（ 语法重点：虚拟式现在时）

交通（ 语法重点：虚拟式现在时（２） ）

教学方式

讲授与练习相结合。 精讲多练，听说领先，写读跟上。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 口试和笔试） 。 口试成绩、笔试成绩及平时成绩各占三

办法

分之一，其中平时成绩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造句及作文作业以及平
时听写成绩认定，如有不止一位任课老师，则取多位老师平时成绩的平均数作
为平时成绩。

教材

《 法语教程 ＩＩ》 ，作者：王文融。

外国语学院
参考资料

２１３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Ｊａｃｋｙ Ｇｉｒａｒｄｅｔ；

Ｌ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èｒｅ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课程中文名称

法语精读（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精读（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讲授完基本语法。 教材课文内容以贴近中国，法国大学生实际生活为主，同时
顾及法国及法语区国家的文化介绍。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法语基础知识，具有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
和一定的交际能力，并具备初步的自学能力，为进一步的法国语言、文化、文学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教学方式

Ｕｎ ｖéｔéｒｉｎａｉｒｅ（ 语法重点：副动词）
Ｐｉｃａｓｓｏ

（ 语法重点：现在分词）

Ｕｎ ｇｒａｍｍｅ ｄｅ ｒａｄｉｕｍ

复合关系代词）

Ｕｎｅ 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ｄａｎｇｅｒｅｕｓｅ（ 语法重点：

先过去时）

Ｌａ ｓｏｕｐｅ ａｕｘ ｃａｉｌｌｏｕｘ（ 语法重点：主有代词）

Ｍｏｎ ｐèｒｅ ｅｔ ｌｅ ｂｒｏｃａｎｔｅｕｒ（ 语法重点：虚拟式过去时）
Ｕｎ ｄｒ ｌｅ 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

（ 语法重点：条件式过去时）

Ｌｅｓ Ｒｅｎａｕｄ（ 语法重点：现在分词从句）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 语法重点：
Ｌｅ ｌｏｕｐ

ｃｅ ｑｕｉ，ｃｅ ｑｕｅ，ｃｅ ｄｏｎｔ

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

Ｌａ ｍèｒｅ（ 语法重点：虚拟式愈过去时）

Ｌａ ｄ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语法重点：过去分词从句）

Ｌａ ｄ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语法重点：条件式过去时第二式）

Ｌｅ ｃｏｌｏｎｎｅｌ ｅｔ ｌａ ｖｉｅｉｌｌｅ ｄａｍｅ（ 语法重点：复合分词）
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ｅ Ｙｏｕｒｃｅｎａｒ（ 语法重点：复合分词从句）

讲授 ４０％ ＋练习 ６０％，每周听写 ２ 次，教师批改笔头翻译作业（ 法译汉或汉译
法，隔周进行） 一篇。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口试 ３０％ ＋笔试 ４０％ ＋平时成绩 ３０％。 平时成绩为学生平时听写、作业和课堂
表现的综合评定，由几位任课教师共同评定。

２１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材

《 大学法语课本》 第四册，作者：杨维仪等；

Ｌ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Ｓａｎ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Ｊａｃｋｙ Ｇｉｒａｒｄｅｔ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法语精读（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精读（ 一） （ 二） （ 三） （ 四）

课程中文简介

对所学语法、语言知识进行总结。 保留部分前三个学期的练习，增加中、法互
译、课文概述等练习。 教材内容以法国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节选为主。 通过
第二年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运用 ２０００ 左右单词。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法语基础知识，具有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
和一定的交际能力，并具备初步的自学能力，为进一步的法国语言、文化、文学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学时： １０ 学时 ／ 周，学分：６ 学分 ／ 门。 学时分配：讲授 ４０％ ，练习 ６０％。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求意见）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Ｕｎ ｃｈ ｍｅｕｒ（ 表达法：进行问询）

Ｌａ ｍèｒｅ Ｄｅｎｉｓ（ 表达法：进行比较）

Ｌａ ｂｏｎｎ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表达法：表示让步）

Ｌ’ éｃｒｉｖａｉｎ ｅｔ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表达法：表示不赞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ｐｒｅｎｄｒｅ ｌ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 表达法：表示赞同）

Ｌａ ｍｏｒｔ ｄ’ ｕｎ ｐｅｔｉｔ ｃａｍａｒａｄｅ（ 表达法：表达感谢）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ｏù 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ｅｕｒｓ ｎｅ ｓｅ ｃｏｍｐｒｅｎｎｅｎｔ ｐａｓ
Ｓｏｙｅｚ ｂｏｎｓ ｐｏｕｒ ｌｅｓ ｃｌｉｅｎｔｓ（ 表达法：进行否定）
Ｌｅ ｃａｆé， ｆａｉｔ ｓｏｃｉａｌ（ 表达法：提出疑问）

Ｌｅ ｐéｃｈé ｄｅ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 表达法：表示同意）

Ｕｎ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ｅｓｔ ｃｏｎｄａｍｎé（ 表达法：探讨可能性）
Ｓ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ｎ（ 表达法：进行肯定）

Ｌ’ ａｎｔｉｓéｍｉｔｉｓｍｅ（ 表达法：表示抱歉）

Ｄｅｍａｉｎ ｉｌ ｆｅｒａ ｊｏｕｒ（ 表达法：表示允许）

Ｕｎ ａｐ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ｔｒｏｐ ｐｅｔｉｔ（ 表达法：表示反对）

（ 表达法：征

外国语学院
教学方式

２１５

讲授 ４０％ ＋练习 ６０％，每周听写 ２ 次，教师批改笔头翻译作业（ 法译汉或汉译
法，隔周进行） 一篇。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口试 ３０％ ＋笔试 ４０％ ＋平时成绩 ３０％。 平时成绩为学生平时听写、作业和课堂
表现的综合评定，由几位任课教师共同评定。
《 大学法语课本》 第四册，作者：杨维仪等；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Ｊａｃｋｙ Ｇｉｒａｒｄｅｔ。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法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讲中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文学史，同时指导学生阅读经典文
本。 课程选取了中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作家和流派，对其中的主导思想和艺
术法则进行介绍，并附以文学阅读。 该课程主要适用法文讲解，并配以详细的
课件，以方便学生理解。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力图在法国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清晰呈现出文学
发展的脉络。 一方面为学生建立历史的、哲学的、发展的文学观，加深对法国
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之美的能力。 通过法语教学，使得三
年级下学期的法专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拓展了词汇量，巩固了既有的语
言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第 １ 周：中世纪法国文学；第 ２ ～ ３ 周：十六世纪法国文学；

第 ４ ～ ７ 周： 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第 ８ ～ １２ 周：十八世纪法国文学；
第 １３ ～ １６ 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学。

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辅以文本阅读，有随堂提问，学生分小组作相关主题报告，
以文字作业形式呈交。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期末考试成绩为主，适当参考平时作业成绩。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法国文学选集》 ，作者：张放，晶尼。

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ｓ Ａｕｔｅｕｒ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ｕ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
Ｌａｇａｒｄｅ＆Ｍｉｃｈａｒｄ；

２１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Ｄ． Ｍａｉｔｒｏｔ ＆ Ｉ．Ｒｏｂｕｔｔ。

课程中文名称

法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法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法语精读，法语泛读，法国历史，法语国家及地

课程中文简介

区概况

本课程讲授自 １９ 世纪中后期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法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主要流派、作家以及重要解读，包括现实主义小说、象征主义诗歌、超现实主
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荒诞剧等文学现象。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初步了解近现代法国文学的主要发展阶段，主要流派和主要作家，从社
会、文化、审美等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法国文学流变的特征和变迁机制，并初步
具备从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对文学作品进行考察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学时： ４ 学时 ／ 周，学分：３。

一、 １９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福楼拜（４ 学时）

二、 １９ 世纪自然主义文学：左拉、莫泊桑（４ 学时）
三、 巴那斯派诗歌（２ 学时）

四、 １９ 世纪象征主义诗歌：波德莱尔（４ 学时）

五、 １９ 世纪象征主义诗歌：魏尔伦、兰波、马拉美（６ 学时）
六、 ２０ 世纪小说：长河小说（２ 学时）
七、 ２０ 世纪小说：普鲁斯特（４ 学时）
八、 ２０ 世纪小说：纪德（４ 学时）

九、 ２０ 世纪诗歌：阿波里奈尔（２ 学时）

十、 ２０ 世纪诗歌：超现实主义：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６ 学时）
十一、 ２０ 世纪戏剧：克洛代尔、残酷戏剧（４ 学时）
十二、 ２０ 世纪存在主义文学：萨特（４ 学时）
十三、 ２０ 世纪存在主义文学：加缪（４ 学时）
十四、 ２０ 世纪现代派文学：新小说（４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十五、 ２０ 世纪现代派文学：新戏剧（４ 学时）

课堂讲授 ／ 文学选读和讨论：课堂讲授为主，占 ７０％；选文阅读与讨论占 ３０％。
闭卷考试 ／ 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 ７０％，课堂发言、作业和小论文占 ３０％。
《 法国文学史》 ，作者：自编教材；《 法国文学选集》 ，作者：张放，晶尼。

外国语学院
参考资料

２１７

《 欧洲文学史》 ，作者：李赋宁；

Ｄｉｘ ｓｉèｃｌｅｓ ｄｅ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ａｎ？ ａｉｓｅ （２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ｓｈｕｓｓｅｓ， ｅｔｃ．。
课程中文名称

菲律宾语（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菲律宾语学习的基本课程，也是重点课程。 本课程讲解菲律宾语发
音原理及拼音规则，并进行大量的练习；就生活题材的课文讲解菲律宾语基础
语法和句法；训练基本听力，选择适合学生能力的录音，录像带，让学生就其视
听内容进行课堂讨论和问答练习。 本课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基础菲律宾语的
学习，培养学生初级菲律宾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为高年级课程的学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ｂｕ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ｅｐ ｆｏｒ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ｍａｊｏｒ．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ａ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ｇｏｏ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掌握菲律宾的基本发音和基本语法知识。
２． 掌握菲律宾基本阅读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讲授菲律宾语的基本发音规则，特别是练习 ｂ ｐ ｄ ｔ ｇ ｈ ｒ 等辅音字母的发
音。

２． 讲授菲律宾语的基本语法，包括句子结构，名词、形容词和一些基本的动词
词缀。

第一课

菲律宾语概况

第二课

菲律宾语的发音规则

第三课
第四课
第五课

菲律宾语辅音 Ｂ Ｐ Ｄ Ｔ

菲律宾语辅音 Ｋ Ｇ Ｌ Ｒ

菲律宾语的重音和音节划分

第六课

问候和自我介绍

第七课

我的家庭

第八课

拜访朋友

第九课

在商店里买东西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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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在饭店里

第十一课

如何学习外语

第十二课

开学的第一天

第十三课

榴莲的传说

第十四课

美丽的菲律宾（１）

第十五课

美丽的菲律宾（２）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适量实践教学。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表现 ３０％，期末考试 ７０％。

办法
教材

自编教材，作者：吴杰伟。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菲律宾语（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菲律宾语（ 一）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菲律宾语是菲律宾语言文化专业的基础主干课，分六个学期完成。 本课
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基础菲律宾语的学习，培养学生初级菲律宾语的听、说、
读、写的能力，为高年级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分为精读和泛读，学习菲律宾语原文课文，根据这些与菲律宾民俗文
化、社会生活等多种题材的课文讲解菲律宾语基础语法和句法，同时辅以听
力、会话的专项练习，选择适合学生能力的录音，录像，让学生就其视听内容进
行课堂讨论和问答。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 －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综合全面地培养菲律宾语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多方面。

内容提要及相

每周精读泛读共八课时、视听说两课时，需事先预习课文，课后完成作业。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成绩 ２０％，期中闭卷考试 ２０％，期末闭卷考试 ６０％。

办法

外国语学院

２１９

教材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菲律宾语（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菲律宾语（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着重讲解菲律宾语发音原理及拼音规则，并进行大量的实践练习；就生
活题材的课文讲解菲律宾语基础语法和句法；自第三学期增加课文内容，补充
文化、文学、历史内容的单篇；并着重训练听力，选择适合学生能力的录音，录
像带，让学生就其视听内容进行课堂讨论和问答练习。 自第三学期开始由浅
入深地进行菲律宾语写作练习，题材多样。
此课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基础菲律宾语的学习，培养学生初级菲律宾语
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为高年级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ｔ｀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ｕｍ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完善学生对各种词缀的掌握，训练短篇菲律宾语写作技巧，进一步提高阅读和
朗读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每周 讲 解 Ａｎｇ Ｂａｙａｎ ｋｏ ４ 一 个 单 元， 并 配 合 使 用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ｇａｌｏｇ 和
Ｂａｌａｒｉｌａ，阅读材料扩展至 Ａｌａｍａｔ。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配合课下阅读、课堂提问、期中考核、平时作业等形
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考核方式为：课堂提问 ２０％，平时作业 ２０％，期中考试 ２０％，期末考试 ４０％。
ｂａｙａｎ ｋｏ ４，作者：暂无 。

参考资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ｇａｌｏｇ，作者：暂无； Ｂａｌａｒｉｌａ，作者：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菲律宾语（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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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菲律宾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菲律宾语是菲律宾语言文化专业的基础主干课，分六个学期完成。 本课
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基础菲律宾语的学习，培养学生初级菲律宾语的听、说、
读、写的能力，为高年级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习菲律宾语原文课文，根据这些与菲律宾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多种题
材的课文讲解菲律宾语基础语法和句法，同时辅以听力、会话的专项练习，选
择适合学生能力的录音，录像，让学生就其视听内容进行课堂讨论和问答。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 －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综合全面地培养菲律宾语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多方面

内容提要及相

每周精读泛读共八课时、视听说两课时，需事先预习课文，课后完成作业。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成绩 ２０％，期中闭卷考试 ２０％，期末闭卷考试 ６０％。

办法
教材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菲律宾概况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菲律宾概况是菲律宾语语言文化本科专业专业核心课程。 本课是旨在综合、
全面的介绍菲律宾的自然环境、地理情况，人文和社会历史状况，政治经济概
况等内容，丰富学生对于该国和该国人民全面而基础的知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ａｓ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Ｉｔ ｇｏ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外国语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２２１

菲律宾概况作为菲律宾语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国情知识基础课程，旨在综合、全
面的介绍菲律宾的自然环境、地理情况，人文和社会历史状况，政治经济概况
等内容，丰富学生对于该国和该国人民全面而基础的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主要授课内容分为：

第 １ 周：导论：菲律宾简介
第 ２ 周：地理和自然状况

第 ３ 周：历史（ 上古和古代时期）
第 ４ 周：历史（ 近现代时期）
第 ５ 周：民族
第 ６ 周：宗教
第 ７ 周：文学

第 ８ 周：社会文化
第 ９ 周：宗教

第 １０ 周：民族

第 １１ 周：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
第 １２ 周：政治和政党
第 １３ 周：经济

第 １４ 周：外交和对外关系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第 １５ 周：课堂讨论

教师进行专题讲授和互动式的课堂报告相结合
课堂报告 ５０％，期末考试 ５０％。
《 菲律宾社会文化与投资环境》 ，作者：吴杰伟；
《 菲律宾概论》 ，作者：李涛、陈丙先。

参考资料

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蒙古语 （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蒙语专业基础阶段的主要课程，授课两年。 第一年讲授蒙语（ 喀尔喀
方官） 基础语音知识，基本词汇（ 约 １５００ 个） 和基本语法知识。 贯彻知识性与
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以多种方式进行练习，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系统地学习。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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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阅读各种题材，各种风格，语言规范，程度适中的短文，以扩大词汇量，
加深语言知识，提高阅读能力。 第二年课程中还分出时间进行会话和听力训
练，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掌握蒙语喀尔喀方言的发音、蒙语基础语法和

３５００ 左右的词汇，能进行一般会话，读懂浅显蒙文文章。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ｔｗｏ －ｙｅａ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ａｉ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ａｂｏｕｔ １５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Ｋｈａｌｋｈ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ｐ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ｓｐａｒ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Ｂｙ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ｎｄ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ａｒｏｕｎｄ ３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ｈａｌｋｈ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通过进行多种形式的语音练习，打好学好蒙古语发音的语音基础。

２． 通过课文和会话来讲授蒙文正字法和词法，使学生掌握 ８００ 个左右的词汇，
能够阅读与课文难易相当的短文，能够进行与会话程度相近的简单会话。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拟用 ３０ 个学时进行语音教学。 该阶段除讲授蒙古语发音、元音和谐律等有
关语音知识外，还讲授蒙文正字法。

２． 拟用 １２０ 个学时进行课文和会话教学，结合课文和会话讲授蒙古语词法，如
名词的格和动词的部分变化等。

教学方式

讲解、练习、作业和测验相结合。 练习、作业和测验均有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和测验 ４０％， 期中考试 １０％和期末考试 ５０％。

办法
教材

《 新编蒙古语教材》 ，作者：王浩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蒙古语 （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蒙古语（ 一）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２２３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蒙古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４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能力，为进一步的蒙
古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ｎ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ｚｒｏｕｎｄ ４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ｉ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见课程中文简介。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主要讲授蒙古语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

应学时分配

式。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反复进行
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蒙古语语感，建立蒙古语思维。
重点与难点：１． 掌握蒙古语发音，纠正母语干扰；２．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注重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讲授 ４０％ ，练习 ６０％。

笔试（ 闭卷）８０％，口试 ２０％。

教材

《 新编基础蒙古蒙古语（ 二） 》 ，作者：王浩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蒙古语 （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基础蒙古语（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蒙古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４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能力，为进一步的蒙
古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ｎ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ｚｒｏｕｎｄ ４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ｉ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２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蒙古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４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能力，为进一步的蒙
古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主要讲授蒙古语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

应学时分配

式。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反复进行
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蒙古语语感，建立蒙古语思维。
重点与难点：１． 掌握蒙古语发音，纠正母语干扰；２．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注重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讲授 ４０％ ，练习 ６０％。

笔试 ７０％，作业 １０％，口试 ２０％。

教材

《 新编蒙古语（ 第三册） 》 ，作者：王浩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蒙古语 （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蒙古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蒙古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４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能力，为进一步的蒙
古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ｎｕ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ｎ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ｚｒｏｕｎｄ ４０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ｉ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蒙古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４０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能力，为进一步的蒙
古语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主要讲授蒙古语的发音、常用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

应学时分配

式。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设备，反复进行
基本语音和语调的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蒙古语语感，建立蒙古语思维。

外国语学院

２２５

重点与难点：１． 掌握蒙古语发音，纠正母语干扰；２． 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理念，注重培养学生语言技能。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讲授 ４０％ ，练习 ６０％。

笔试（ 闭卷）８０％，作业 ２０％。

教材

自编教材。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葡萄牙语（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一年级上学期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萄牙教师共同承
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葡
国教师侧重于纠正学生的发音，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教
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一册。 在教学过程中着重训练学生正确掌握语
音、语调，理解课文的内容，掌握词语的用法，准确流利朗读和转述课文。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 Ｉ）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８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ｗｅｅｋ，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ｏｏｋ １ ＆ ２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 Ｃｏｍｏ é ｑｕｅ ｓｅ ｃｈａｍａ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２， Ｔｕ é ｑｕｅ éｓ ａ ａｍｉｇａ ｄａ Ｊｏａｎａ， ｎ？ ｏ éｓ？
第三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３ Ｏ ｑｕｅ é ａｑｕｉｌｏ ａｌｉ， Ｊｏａｎａ？

第四周：Ｏｎｄｅ ｅｓｔá ａｍｉｎｈａ ｂｏｌａ ｅｎｃａｒｎａｄａ， Ｄｉｏｇｏ？
第五周：Ｅｕ ｂｅｂｏ ｏ ｍｅｕ ｆｒｉｏ， ｍ？ ｅ．
第六周：Ｅｓｑｕｅ？ ｏ －ｔｅ ｓｅｍｐｒｅ ｄｏ ｎｏｍｅ

２２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七周：Ｓｅｉ ｌá！ Ｎ？ ｏ ｃｏｎｓｉｇｏ ｄｅｃｉｄｉｒ －ｍｅ．．．．
第八周：Ｏ ｆｉｌｍｅ ｊá ｖａｉ ｃｏｍｅ？ ａｒ

第九周：Ｖê ｌá ｅｍ ｃｉｍａ ｄａ ｍｅｓａ ｄａ ｃｏｚｉｎｈａ．
第十周：Ｄｅ ａｖｉ？ ｏ ｄｅｖｅ ｓｅｒ ｄｉｆíｃｉｌ．．．
第十一周：Ｃｏｍｏ ｆｏｉ ａ ｔｕａ ｖｉａｇｅｍ？

第十二周：Ｏｓ ｍｅｕｓ ｐａｉｓ ｍａｎｄａｒａｍ －ｍｅ ｄｉｎｈｅｉｒｏ

第十三周：ａｎｄｅｉ ａ ｆａｚｅｒ ａｒｒｕｍａ？？ ｅｓ ｅ ｐａｒｔｉ ｏ ｂｒａ？ ｏ
第十四周：ｅｎｔ？ ｏ， ｏ ｑｕｅ é ｑｕｅ ｏ ｍéｄｉｃｏ ｔｅ ｄｉｓｓｅ？
第十五周：Ａｃｈａｍ ｑｕｅ ｓｅ ｐｏｄｅ ｔｏｍａｒ ｂａｎｈｏ？
第十六周：复习
教学方式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一年级上学期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萄牙教师共同承

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
葡国教师侧重于纠正学生的发音，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
教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一册。 在教学过程中着重训练学生正确掌握
语音、语调，理解课文的内容，掌握词语的用法，准确流利朗读和转述课文。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考试为期末考试 ４０％，期中考试 ３０％，平时成绩 ３０％。

教材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 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Ｉｓａｂｅｌ Ｃｏｉｍｂｒａ。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葡萄牙语（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葡萄牙语（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一年级下学期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萄牙教师共同承

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
葡国教师侧重于纠正学生的发音，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
教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 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一册与第二册。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

具有初级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用葡萄牙语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基本交流，
并为进一步提高葡萄牙语语言知识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 ＩＩ ）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ｅ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１２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ｗｅｅｋ，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外国语学院

２２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ｏｏｋ １ ＆ ２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具有初级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用葡萄牙语在
日常生活中进行基本交流，并为进一步提高葡萄牙语语言知识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第一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６ Ｐｏｒ ｏｎｄｅ é ｑｕｅ ｖｉｅｒａｍ？

第二周：第一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７ Ｅｎｔ？ ｏ ｈｏｊｅ ｎ？ ｏ ｈｏｕｖｅ ａｕｌａｓ ｈｅｍ！
第三周：第一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８ Ｎ？ ｏ ｍｅ ａｔｉｒｅｓ ａｒｅｉａ！

第四周：第一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９ Ｏｎｄｅ é ｑｕｅ ｐｕｓｅｓｔｅ ｏ ｍａｒｔｅｌｏ ｅ ａｓ ｃａｖｉｌｈａｓ？
第五周：第一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２０．ｍｏｓｔｒáｍｏｓ －ｔｅ ｔｕｄｏ ｏ ｑｕｅ ｐｏｄｅｍｏｓ．
第六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 ｔｏｄａ ｅｓｔａ ｇｅｎｔｅ ｔｅｍ ｄｅ ｓｅｒ ｒｅａｌｏｊａｄａ．
第七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２ Ｓｅｉ ｌá．．．Ｎ？ ｏ ｃｏｎｓｉｇｏ ｄｅｃｉｄｉｒ －ｍｅ．
第八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３ Ｏ ｆｉｌｍｅ ｊá ｖａｉ ｃｏｍｅ？ ａｒ

第九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４ Ｖê ｌá ｅｍ ｃｉｍａ ｄａ ｍｅｓａ ｄａ ｃｏｚｉｎｈａ．
第十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５ Ｄｅ ａｖｉ？ ｏ ｄｅｖｅ ｓｅｒ ｄｉｆíｃｉｌ．
第十一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６ Ｃｏｍｏ ｆｏｉ ａ ｔｕａ ｖｉａｇｅｍ？

第十二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７ Ａ ｃｒｅｃｈｅ ｊá ｅｓｔá ｉｎｆｏｒｍａｄａ？

第十三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８ Ｔｅｎｓ ａｎｄａｄｏ ｃｏｍ ｕｍ ａｒ ｃａｎｓａｄｏ．
第十四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９ Ｏ ｔｅｕ ｔｒａｂａｌｈｏ ｔｅｍ － ｔｅ ｏｂｓｏｌｖｉｄｏ ｑｕａｓｅ ２４ ｈｏｒａｓ ｐｏｒ
ｄｉａ．
教学方式

第十五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０ ａ ｎｏｓｓａ ｓａúｄｅ ｐｏｄｅ ｓｅｒ ａｆｅｃｔａｄａ．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
中。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 ４０％，期末成绩 ６０％。 其中平时成绩由出席、作业、期中考试三部分
构成。

教材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 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Ｉ，ＩＩ） ，Ｉｓａｂｅｌ Ｃｏｉｍｂｒａ。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葡萄牙语（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Ｉ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２２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葡萄牙语（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上学期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萄牙教师共同承

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
葡国教师侧重于纠正学生的发音，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
教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二册与第三册。 通过本课程学习，逐步强化
学生的基本语言水平，完善词汇、语法结构，同时增进学生对葡萄牙语世界国
家文化的了解，为未来的专业研究打好牢固的语言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 ＩＩＩ ）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８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ｗｅｅｋ，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ｏｏｋ ２ ＆ ３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ｖｉ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ｂｕｉｌｄ － ｕｐ，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实现在日常生活中能
够以葡萄牙语进行基本交流，扩展词汇与相应的文化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国教师共同承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 葡国教师侧重于纠正学生的发音，提高学
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教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 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二册与
第三册。 每一星期讲解一个单元，一学期 １５ 周课程，学期期末时，讲解完 １５
个单元。

第一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１ｈａｖｅｒá ｕｍ ｄｅｂａｔｅ ｅｍ ｑｕｅ ｍｅ ｉｒ？ ｏ ｐ？ ｒ ｖáｒｉａｓ ｑｕｅｓｔ？
ｅｓ？

第二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２ ｆａｒｅｉ ｔｕｄｏ ｏ ｑｕｅ ｏ ｍéｄｉｃｏ ｍｅ ｄｉｓｓｅ．

第三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３ ｃｏｎｈｅ？ ｏ ｌá ｕｍａ ｔａｓｑｕｉｎｈａ， ｃｕｊｏ ｄｏｎｏ é ｏ ｐａｉ ｄｅ
ｕｍａ ｃｏｌｅｇａ ｍｅｕ．

第四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４ Ｎ？ ｏ 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ｒｉａ ｎａｄａ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ａｒ ａｑｕｉ．

第五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５． Ｅｎｔ？ ｏ ｐｏｄｅｒíａｍｏｓ ｉｒ ａｎｔｅｓ ａ ｕｍａ ｃａｓａ ｄｅ ｆａｄｏｓ！
第六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６ Ｖｉｖｅｒ ｅｍ Ｌｉｓｂｏａ é ｍａｉｓ ｆáｃｉｌ．
第七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７ Ｖê ｌá ｓｅ ｔｅ ｅｓｑｕｅｃｅｓ！．
第八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８ Ｅｕ ｐｏｒ ｍｉｍ ｖｏｕ．

第 九 周： 第 二 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９ Ｅｍ ｃｈｅｇａｎｄｏ ｏ Ｃａｒｎａｖａｌ ａｓ ｐｅｓｓｏａｓ ａｎｄａｍ
ｍａｓｃａｒａｄａｓ ｎａ ｒｕａ．

第十周：第二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２０ Ｖｏｃêｓ ｖ？ ｏ ａｎｄａｎｄｏ ｑｕｅ ｅｕ ｖｏｕ ｌá ｔｅｒ．

外国语学院

２２９

第十一周：第三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 Ｅｓｔáｓ ｇｏｒｄｏ ｃｏｍｏ ｕｍ ｔｅｘｕｇｏ！

第十二周：第三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２ ｅ é ｂｏｍ ｑｕｅ ｄｅｆｅｎｄａ ｏｓ ｓｅｕ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ｓ．
第十三周：第三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３ ｅｍｂｏｒａ ｓｅｊａｍ ｂｅｍ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ｄｏｓ．
第十四周：第三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４ Ｔｏｍａｒａ ｑｕｅ ｔｅｎｈａｓ ｒａｚ？ ｏ！．

第十五周：第三册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５ Ｐｏｒ ｍａｉｓ ｑｕｅ ｔｅｎｔｅ， ｎ？ ｏ ｃｏｎｓｉｇｏ ｌｅｍｂｒａｒ －ｍｅ
教学方式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
中。

教学 大 纲 － 学
生成 绩 评 定 办

平时成绩 ４０％，期末成绩 ６０％。 其中平时成绩由出席、作业、期中考试三部分
构成。

法
教材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ＩＩ，ＩＩＩ） ，Ｉｓａｂｅｌ Ｃｏｉｍｂｒａ。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葡萄牙语（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Ｖ）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葡萄牙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下学期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萄牙教师共同承

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
葡国教师侧重于提高学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教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三册。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基本掌握语法知识，对葡萄牙
语世界国家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 ＩＶ ）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ｅ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８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ｕ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ｗｅｅｋ，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ｏｏｋ ３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习后可以达到中级听、说、读、写能力，实现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以葡萄牙语进行基本交流，扩展词汇与相应的文化知识。

２３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由中国教师与葡国教师共同承担，每周课时 ８ 节，其中中国教师承担 ４

节，侧重于语法与重点词汇的讲解；葡国教师侧重于纠正学生的发音，提高学
生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主要使用教材为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 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 第二册与
第三册。 每一星期讲解一个单元，一学期 １５ 周课程，学期期末时，讲解完 １５
个单元。

第一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６

Ｓｅ ｅｕ ｆｏｓｓｅ ｒｉｃｏ

第三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８

ｃｏｎｈｅ？ ｏ ｌá ｕｍａ ｔａｓｑｕｉｎｈａ， ｃｕｊｏ ｄｏｎｏ é ｏ ｐａｉ ｄｅ ｕｍａ ｃｏｌｅｇａ

第二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７
ｍｅｕ．

第四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９

第五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０

Ｅｕ ｑｕｅｒｉａ ｅｒａ ｑｕｅ ｅｓｔｉｖéｓｓｅｍｏｓ ｔｏｄｏｓ ｊｕｎｔｏｓ．
Ｎ？ ｏ 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ｒｉａ ｎａｄａ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ａｒ ａｑｕｉ．

ｄｅｌａ

Ａ Ｍｉｌú ｔｅｌｅｆｏｎｏｕ ａ ｐｅｒｇｕｎｔａｒ ｓｅ ｑｕｅｒíａｍｏｓ ｊａｎｔａｒ ｅｍ ｃａｓａ

第六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１ ａ ａｒｔ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 －ｍｅ 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ｒ －ｍｅ －á ｓｅｍｐｒｅ．
第七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２
第八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３

ｅｍｂｏｒａ ｔｅｎｈａ ｓｉｄ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ａｄｏ ｐｏｒ Ｖｉｅｉｒａ ｄａ Ｓｉｌｖａ！．

Ｓｅ ｔｉｖéｓｓｅｍｏｓ ｖｉｎｄｏ ｍａｉｓ ｃｅｄｏ， ｎａｄａ ｄｉｓｔｏ ｔｅｒｉａ ａｃｏｎｔｅｃｉｄｏ．
第九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４ Ｕｍａ ｃａｍｉｏｎｅｔａ ｔｅｒ －ｓｅ －á ｄｅｓｐｉｓｔａｄｏ ａｏ ｆａｚｅｒ ｕｍａ ｃｕｒｖａ．
第十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５ ３０ ａｎｏｓ ｄｅｐｏｉｓ ｄｅ ｓｅ ｔｅｒ ｉｎｉｃｉａｄｏ ｎａ ａｒｔｅ ｄｏ ａｚｕｌｅｊｏ．
第十一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６ Ｑｕａｎｄｏ ｔｉｖｅｒｅｍ ｔｅｒｍｉｎａｄｏ ｏ ｓｅｃｕｎｄáｒｉｏ！
第十二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７ Ａ Ｔｅｒｅｓａ ｆｉｃｏｕ ｄｅ ｖｉｒ ｔｅｒ ｃｏｍｉｇｏ．

第十 三 周： 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８ Ｑｕａｎｔｏ ｍａｉｓ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ｏｕ？ ｏ， ｍａｉｓ 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 ｏ ｑｕｅ
ｔｏｄｏｓ ｄｉｚｅｍ ｏ ｍｅｓｍｏ．

第十四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１９ Ｊá ｅｒａ ｄｅ ｐｒｅｖｅｒ ｑｕｅ ｆｏｓｓｅ ａｓｓｉｍ
教学方式

第十五周：Ｕｎｉｄａｄｅ ２０ Ｔｅｎｄｏ ｐａｓｓａｄｏ ｐｅｌｏ ｑｕｅ ｐａｓｓｅｉ．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
中。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 ４０％，期末成绩 ６０％，其中平时成绩由出席、作业、期中考试三部分
构成。

教材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 Ｓｅｍ Ｆｒｏｎｔｅｉｒａ，Ｉｓａｂｅｌ Ｃｏｉｍｂｒａ。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２３１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包括葡萄牙历史、文化、经济、民族
等。 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对象国的基本认识，激发兴趣，同时通过
适当的原文阅读提高葡萄牙语泛读能力。 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大致了解葡
萄牙的历史文化概况，了解学界达成共识的基本事实，同时增加葡萄牙语阅读
能力，为进一步进行对象国文学的学习研究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 ｗｅ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葡萄牙历史、地理、文化情况简介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前罗马时期的伊比利亚文明与罗马化时期的伊比利亚
第三周：西哥特人的统治、阿拉伯人的入侵与诸天主教小王国的关系
第四周：葡萄牙的独立（１） ：阿方索一世建国与勃艮第王朝的建立
第六周：葡萄牙的独立（２） ：Ｓａｎｃｈｏ 一世与教皇的承认
第七周：从 Ｄｉｎｉｓ 到阿方索四世，农业的发展
第八周：从佩德罗到费尔南多，继承的危机
第九周：阿维什王朝的建立
第十周：荣耀一代与大航海
第十一周：达迦马发现东方航路
第十二周：亚速尔与巴西的发现
第十三周：幸运儿曼努埃尔
第十四周：葡萄牙帝国的形成
第十五周：葡萄牙与东方的文化交流
第十六周：复习

教学方式

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强调与学生的互动，利用 ｍｏｏｃ 等手段，鼓励学生自主学
习。 学生每学期要交一次期中读书报告，做一次展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考试为学期论文 ６０％，平时成绩 ４０％。

教材

教师自组教材。

参考资料

《 葡萄牙简史》 ，作者：Ｊ．Ｈ．萨拉依瓦；

《 葡萄牙史》 ，作者：戴维·伯明翰著，周巩固，周文清等译；

《 葡萄牙史》 （ 上、下） ，作者：查·爱·诺埃尔著，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翻译组
译；

２３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 卢西塔尼亚人之歌》 ，作者：路易斯·德·卡蒙斯著；
《 使命·启示》 ，作者：费尔南多·佩索阿；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葡萄牙简史》 ，作者：Ｄａｖｉｄ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Ｂｒｅｖｅ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ｅ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作者：Ａ． Ｈ．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Ｍａｒｑｕｅｓ；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ｅ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Ｒｕｉ Ｒａｍｏ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ｅ Ｓｏｕｓａ， Ｎｕｎｏ Ｇｏｎçａｌｏ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ｅａｂｏｒ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Ｃ．Ｒ．Ｂｏｘｅｒ。

课程中文名称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葡萄牙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包括葡萄牙历史、文化、经济、民族
等。 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对象国的基本认识，激发兴趣，同时通过
适当的原文阅读提高葡萄牙语泛读能力。 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大致了解葡
萄牙的历史文化概况，了解学界达成共识的基本事实，同时增加葡萄牙语阅读
能力，为进一步进行对象国文学的学习研究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 ＩＩ）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 ｗｅ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大致了解葡萄牙的历史文化概况，了解学界达成共识的
基本事实，同时增加葡萄牙语阅读能力，为进一步进行对象国文学的学习研究
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西班牙统治下的 ６０ 年
第二周：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三周：布拉干萨王朝；美洲帝国（ 上）
第四周：布拉甘萨王朝；每周帝国（ 下）
第五周：巴西独立；非洲帝国（ 上）
第六周：巴西独立；非洲帝国（ 下）
第七周：读书报告

外国语学院

２３３

第八周：葡萄牙共和国（ 上）
第九周：葡萄牙共和国（ 下）

第十周：葡萄牙“ 新政” ；二战中和战后的葡萄牙

第十一周：康乃馨革命；葡萄牙民主化、去殖民化；加入欧共体
第十二周：欧洲金融危机下的葡萄牙
第十三周：专题：葡萄牙人的” 萨乌达德”
第十三周：专题 ２：葡萄牙的音乐“ 法多”
第十四周：专题 ３：宗教之于葡萄牙

第十五周：专题 ４： 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葡萄牙
教学方式

本课以课堂教授为主，同时附有丰富的影像、图片资料。 要求学生每周阅读课
外阅读文献，每周留有一定时间用于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考勤、课堂参与 ５％，课堂报告 ２５％，期末论文 ７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巴西历史和文化（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引导葡萄牙语专业的本科生了解葡萄牙语世界第一大国家巴西的文
化特征，在学习其历史概况、文化渊源、地域风物、传统习俗、当下社会文化症
候和音乐、电影、民俗艺术、造型艺术等艺术门类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让学生聚
焦于巴西文化“ 多元共生、和谐共存” 的特点，思考巴西文化能够为建设“ 和谐
世界” 的理想提供何种借鉴。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
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中。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ｆｏｌｋ ａｒ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ｈｏｗ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ｗｏｒｌｄ” ．

２３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巴西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了解构建巴西文化的三大母体文化。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至三周：巴西的“ 形成” ：殖民时代和巴西帝国时期

应学时分配

第四至六周：巴西的“ 形成” ：从共和到独裁再到民主时代
第七周：中期考试，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八至十周：非洲裔文化的地域案例：巴伊亚文化
第十一周到第十三周：欧裔文化的奇特变体：南大河州的高乔文化
第十四周到第十六周：残缺的印第安文化及其当代变体
教学方式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
中。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平时成绩由出席、作业、期中考试三部分构成，占 ４０％；
期末考试占 ６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巴西历史和文化（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巴西历史与文化（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引导葡萄牙语专业的本科生了解葡萄牙语世界第一大国家巴西的文
化特征，在学习其历史概况、文化渊源、地域风物、传统习俗、当下社会文化症
候和音乐、电影、民俗艺术、造型艺术等艺术门类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让学生聚
焦于巴西文化“ 多元共生、和谐共存” 的特点，思考巴西文化能够为建设“ 和谐
世界” 的理想提供何种借鉴。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
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中。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ｆｏｌｋ ａｒ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ｈｏｗ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ｗｏｒｌｄ” ．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２３５

第一、二讲：腹地：“ 另一个巴西” 还是“ 真正的巴西” ？

第三、四讲：中国、日本、阿拉伯：巴西文化中的东方魅影
第五、六讲：ＭＰＢ（ 巴西全域音乐） 与“ 民族性” 的想像
第七、八讲：解码狂欢节：桑巴之中的身体与信仰悖论
第九、十讲：圣保罗、里约与 Ｆａｖｅｌａ（ 贫民窟） 文化
第十一讲：巴西利亚：激进的第三世界大国之梦

第十二讲：现代艺术周、“ 食人主义” 与巴西现代艺术
第十三讲：巴西的“ 电影复兴”
第十四讲：巴西：多元共生、和谐共存
教学方式

安排 １ ～ ２ 次使领馆官员或外国专家讲演。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以课堂发言、课后提交作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之
中。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成绩，期末成绩。 平时成绩由出席、作业、期中考试三部分构成占 ４０％，期
末考试占 ６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日语（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日语的发音，常用词汇，基础语法，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角
度导入基础日语的语言知识，并指导其运用。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
方式，并有效地利用语言实验设备，进行基础语音和语调的训练。 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日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左
右常用词汇，具备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为进一步的日本语言、文化、文
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ｂ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Ｈａ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２３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ｍａｙ ｍａｓｔｅ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ｉｌ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５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ｓｐｅａｋ， ｒｅａｄ， ｗ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正确掌握日语的发音和语音语调、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常用词汇、一年级第一学期应
掌握的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 培养听、说、读、写的基本语言技
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授课中注意：１． 纠正母语的负面影响；２． 坚持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的理
念；３． 培养得体的交际能力。 利用 ３ 周左右的时间完成语音阶段的学习，并在
以后的教学过程中继续进行训练。 ３ 周以后以每周一课的速度完成《 综合日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语 １》 的学习。

以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方式达到预期的目的。
笔试（ 闭卷） ，平时 ２０％，期中 ３０％，期末 ５０％。

教材

《 综合日语 １》 （ 修订版） ，作者：彭广陆。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日语（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日语（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日语的常用词汇，基础语法，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导
入基础日语的语言知识，并指导其运用。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并有效地利用语言实验设备，继续进
行基础语音和语调的训练。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日语的语
音、语调，并不断达到纯正。 继续学习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左
右常用词汇，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日语的能力，为进一步的日本语
言、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外国语学院

２３７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ｂ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ａ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ｉｌ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５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ｓｐｅａｋ， ｒｅａｄ， ｗ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教学基本目的

进一步完善日语的发音和语音语调、掌握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常用词汇、一年级第
二学期应掌握的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 提高听、说、读、写的综
合语言技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授课中注意：１． 纠正母语的负面影响；２． 坚持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的理

应学时分配

念；３． 培养得体的交际能力。 进一步完善日语的发音和语音语调，以每周一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的速度完成《 综合日语 ２》 的学习。

以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方式达到预期的目的。
笔试（ 闭卷） ，平时 ２０％，期中 ３０％，期末 ５０％。

教材

《 综合日语 ２》 （ 修订版） ，作者：彭广陆。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日语（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日语（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日语的常用词汇，基础语法，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导
入基础日语的语言知识，并指导其运用。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并有效地利用语言实验设备，继续进行基础语音和语调的训练，同时继续学习
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继续提高听、说、读、写、译
的综合运用日语的能力，使学生逐渐达到中级水平。 为进一步的日本语言、文
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ｏｕｌｄ

２３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ｂ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ｉｌ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５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ｓｐｅａｋ， ｒｅａｄ， ｗ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ａ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完善日语的发音和语音语调、掌握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常用词汇、二年级第一学期
应掌握的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 继续提高听、说、读、写的综合
语言技能，将逐渐达到中级水平，不断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授课中注意：１． 纠正母语的负面影响；２． 坚持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的理
念；３． 培养得体的交际能力。 以每周一课的速度完成《 综合日语 ３》 的学习。
以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方式达到预期的目的。

笔试（ 闭卷） ，平时 ２０％，期中 ３０％，期末 ５０％。

教材

《 综合日语 ３》 （ 修订版） ，作者：彭广陆。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日语（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日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日语的常用词汇，基础语法，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导
入基础日语的语言知识，并指导其运用。 采取讲解与练习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并有效地利用语言实验设备，完善基础语音和语调，同时继续学习基本语法和
句型以及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继续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运用

日语的能力，使学生达到中级水平，并渐入高级水平。 为进一步的日本语言、
文化、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ｂ

外国语学院

２３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ｉｌｙ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５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ｍａｙ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ｌｉｓｔｅｎ， ｓｐｅａｋ， ｒｅａｄ， ｗ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ａ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完善日语的发音和语音语调、掌握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个常用词汇、二年级第二学期
应掌握的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常用表达方式。 继续提高听、说、读、写的综合
语言技能，达到中级水平，进一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授课中注意：１． 纠正母语的负面影响；２． 坚持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并重的理
念；３． 培养得体的交际能力。 以每周一课的速度完成《 综合日语 ４》 的学习。
以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方式达到预期的目的。

笔试（ 闭卷） ，平时 ２０％，期中 ３０％，期末 ５０％。

教材

《 综合日语 ４》 （ 修订版） ，作者：彭广陆。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日本文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日本历史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日本古代、近代、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与特点。 在讲授各
个时期的主要文学现象、重要文学流派、文学特点的同时，注重对代表作家、重
要作品进行介绍、分析。 要求学习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日本文学史，扩充相
关的日本文学知识，并且能够适量阅读与日本文学史学习有关的文学作品，以
加深对日本文学的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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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习者了解日本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扩充日本文学方面的知识，同时能够
对日本文学特点的有所了解。

内容提要及相

总学时：３２ 学时。 学时分配：讲授：２８ 学时，讨论：４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一、 上代文学
概述，日本文学的产生，歌谣与神话，叙事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抒情文学的发生
与发展
二、 中古文学（ 一）
中古文学的概况，汉文学的问题，六歌仙与三代集，物语文学的形成
三、 中古文学（ 二）
物语文学的形成，歌物语，日记文学，《 枕草子》 与《 源氏物语》
四、 中古文学（ 三）

紫式部与《 源氏物语》 ，物语文学的衰退，历史物语和说话物语，和歌的各种动
向

五、 中世文学（ 一）
概论，《 新古今和歌集》 以及之后的歌坛，物语文学的终结，历史文学的动向，
军记物语的形成与发展
六、 中世文学（ 二）

《 平家物语》 ，《 太平记》 及其它，说话文学的各种类型，日记、游记和散文
七、 中世文学（ 三）

法语和五山文学，和歌的衰退与连歌的兴盛，能与狂言，御伽草子
八、 近世文学（ 一）
近世文学概述，近世文学的诞生，谈林俳谐与浮世草子，松尾芭蕉
九、 近世文学（ 二）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八文字屋本，净瑠璃的兴盛、没落以及歌舞伎的新动向，
儒学的没落与国学的兴盛
十、 近世文学（ 三）
江户的小说，俳谐、川柳、和歌，歌舞伎的兴盛
十一、 近代文学（ 一）
近代文学概述，近代文学的启蒙，近代文学的诞生与成长，写实主义的发展
十二、 近代文学（ 二）
浪漫主义的系谱，明星派文学，象征诗的成立，浪漫主义小说
十三、 近代文学（ 三）
近代散文精神的形成，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与自然主义文学作家，森鸥外的文学
创作，夏目漱石的文学创作
十四、 近代文学（ 四）
近代文学的展开，诗歌的近代化，转变期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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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近代文学（ 五）
昭和文学的两大潮流，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与作品，现代主义文学派别与创
作，艺术派作家与作品，转向文学，昭和文学的发展
十六、 战后文学及当代文学
战争时期的文学，战后文学的形式，战后派六批新人作家，当代文学的走向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适当进行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笔试。 要求学习者熟悉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对日本文

办法

学史上的重要事项和相关人物、事件有所了解。

教材

《 日本文学简史》 ，作者：于荣胜。

参考资料

《 日本文学史》 ，作者：西乡信冈。

课程中文名称

日语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日语（ 一） ～ （ 四） 。 学生已掌握日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句型以及

４０００ 左右常用词汇，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中文简介

系统讲授日语的音韵、词汇、语义、语法、文体表达、文字标记、语用等特征，概
括介绍日语史及日语学史，使学生对其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ｗｉ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ａｃｈ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ｅｌ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对日语的概貌、特点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为今后进一步学习研究
日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一、 日语语音，包括日语的音位、音节及语调的特点。

应学时分配

二、 日语词汇，包括基本词汇与词汇的类别，尤其是不同场合、不同使用者对
词汇的区分使用等。
三、 语义，包括词、词组、句子、语篇等语义特征。
四、 语法，分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讲解，重点说明词类划分及句子成分的类型
等。
五、 文体表达，重点了解日语的简体敬体、书面语和口语及文章的种类等。
六、 文字标记，包括文字符号数字的种类及使用方法、词典的使用及论文、书
信的写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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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关言语交际等语用知识。
八、 从古代至现代的日语历史及日语研究的历史概观。

总学时：３６ 学时，各部分的教授分别占 ４ ～ ５ 个学时，包括课堂讨论和学生的发
表。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包括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报告等，每部分各占 ２０％ ～ ３０％ 。

平时成绩（ 包括课堂出勤、参与讨论及发言等）３０％，期末笔试 ７０％。

教材

自编教材。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乌尔都语教程（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这是乌尔都语基础教学的初级阶段，从语音阶段入手，内容涉及学习 ３５ 个字
母以及长短音、清浊音、送气与不送气音的正确发音，了解乌尔都语的综合知
识，如音节的划分、语音符号、读音规则等。 熟记字母表、熟练掌握书写规则
等。 之后结合课文，教授乌尔都语词汇、语法、句型以及日常会话等，使学生具
备乌尔都语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具有初步乌尔都语交际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Ｕｒｄ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３５ Ｕｒｄｕ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ｂｏｔｈ ｉｎ
ｐｒｏｎｕ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ｅｔｃ．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ｅｍｏ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Ｕｒｄｕ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ｏ ｅｑｕｉ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Ｕｒｄｕ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基础阶段的学习和训练，学生能正确地掌握乌尔都语的语音、文字、基本
词汇、基础语法、基本句型以及日常生活会话的内容。 具备扎实的听、说、写、
读、译的基本技能，具有初步的交际能力，为高年级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１． 语音阶段：传授学生基本的乌尔都语语语音知识，训练学生掌握乌尔都语
的全部音素、音节和读音规则，能够熟练拼读乌尔都语音节；能够正确书写乌
尔都语字母和单词。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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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句型课文部分：传授学生基本的乌尔都语词汇和语法知识，使学生能掌握
乌尔都语的基本句型和课文中出现的基本语法规则，具备简单的阅读和翻译
能力，能较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按照《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第一册进行讲授，共 １７ 课，前 ９ 课为语音阶段的学
习，教授乌尔都语 ３５ 个字母的发音、书写，单词的拼写、发音规则等；之后进入
课文学习部分，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掌握并会使用基本句型，课文内容依次涉
及：“ 这是什么” “ 这是谁” “ 我、你、他” “ 一家工厂” “ 我的家” “ 一个农场的图
画” “ 我的房间” 等。

每周 １０ 课时，以期中为界线，之前为语音阶段，具体课时安排为：Ｄ１：讲授新

课；Ｄ２ ～ Ｄ４：语音练习、听写练习（ 其中 Ｄ３ 为外教辅导纠音） ；Ｄ５：作业讲评，
背诵检查，纠音等练习。

之后课文阶段具体安排为：

Ｄ１：讲授语法、生词并作适当练习；Ｄ２：讲解课文、巩固语法点并作适当练习；
Ｄ３：外教辅导朗读课文、口语练习和纠音；Ｄ４：综合练习；
教学方式

Ｄ５：作业讲评、背诵检查；单元测验。

主要由课堂讲授、课堂练习、课堂测试三部分组成；以课下辅导、纠音等方式进
行辅助教学。 因为为初级入门阶段的语音学习，因此主要集中于发音及书写
规则的教学与练习。

１． 周一、 周二进行新内容讲授，课堂代读、示范书写，讲授发音及拼写规则；２．
周三为问题解答及课后练习时间，巩固所学知识，发现并解决问题；

３． 周四为综合练习时间；４． 周五对本周所学新内容进行全面测试，旨在为学
生的入门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学期成绩按照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成绩 ４０％，期末成绩 ５０％的比重进行计算。

平时成绩主要依据平时作业、课堂表现、每周测验的成绩给定；期中成绩由笔
试及口试两部分组成，各占 ５０％；期末成绩也有笔试及口试两部分组成，期中

教材

笔试占 ６０％，口试占 ４０％。

《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 第一册） ，作者：孔菊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乌尔都语教程（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乌尔都语课程（ 一） ，乌尔都语口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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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阶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教授乌尔都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以及句型、
日常会话等。 通过基础阶段的教学和训练，要求学生正确掌握乌尔都语语音、
文字、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及日常会话的内容，具备乌尔都语的听、
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具有初步的乌尔都语交际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Ｕｒｄｕ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Ｕｒｄｕ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ｂａｓｉｃ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Ｕｒｄｕ，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Ｕｒｄｕ．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进一步传授学生基本的乌尔都语词汇和语法知识，使学生能掌握
乌尔都语的基本句型和课文中出现的基本语法规则，逐步提高阅读和翻译能
力，能较自然地运用乌尔都语进行简单的口头交流和书面翻译。 在乌尔都语
的使用和表达过程中，无重大语法和用词错误，要求做到自然、顺畅。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每学期共 １７ 周，其中期中考试 １ 周，校运会和校庆日分别放假停课，实
际共学习《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第二册 １５ 篇课文，每周 １０ 学时，具体每周授课
安排如下：

周一至周二：讲授新课；
周三：外教辅导朗读课文、问题解答及口语练习；
周四：作业讲评、课堂练习；
周五：作业讲评、背诵检查、单元测验等。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和练习为主，每周授课安排包括：
周一至周二：讲授新课；
周三：外教辅导朗读课文、问题解答及口语练习；
周四：作业讲评、课堂练习；
周五：作业讲评、背诵检查、单元测验等。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平时成绩：由课堂表现、作业情况及每周每课测验（ 包括背诵或复述课文，
单词、句型及语法等综合书面考察） 三部分组成。

２． 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分别由口试、笔试两部分组成。
教材

３． 期末综合评定：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考试成绩 ４０％及期末考试成绩 ５０％。
《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第二册，作者：孔菊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乌尔都语（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３）

外国语学院

２４５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乌尔都语（ 一） （ 二） ，乌尔都语口语（ 上） （ 下）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课文学习为基础，继续语法学习的主线，兼顾句型、表达法的多样化。
循序渐进地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掌握各种句型及表达法，并继续完善语法的
学习。 在对乌尔都语理解、掌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乌尔都语的综合语言水
平。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ｔｅｘｔ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ｘｐ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ｍａｓｔｅ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教学基本目的

进一步传授学生基本的乌尔都语词汇和语法知识，使学生能掌握乌尔都语中
较为复杂的句型和课文中出现的基本语法规则，进一步提高阅读理解和翻译
能力，能较灵活地运用乌尔都语进行口头交流和书面翻译。 在乌尔都语的使
用和表达过程中，无重大语法和用词错误，要求做到自然、顺畅、熟练。

内容提要及相

按照《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第三册进行讲授，共十五篇课文，按每周一篇课文

应学时分配

的进度进行课堂讲授及练习。 通过对课文的学习、理解与掌握，在学习并掌握
词汇、句型、特殊表达法的同时，学习被动语态、现在分词、过去分词、虚拟语
气、假定语气、犹豫语气、定语从句、情态动词的使用等语法规则，增强乌尔都
语的理解与实际应用能力。 课文题目依次为：

第一课“ 巴基斯坦国歌” ，第二课“ 老鼠、猫和牛” ，第三课“ 智者” ，第四课“ 避
免争吵的艺术” ，第五课“ 帖木儿” ，

第六课“ 东方诗人伊克巴尔” ，第七课“ 好公民与规则秩序” ，

第八课“ 埃及金字塔” ，第九课“ 斯瓦特之旅” ，第十课“ 国王的耳朵” ，第十一课
“ 中巴友谊” ，第十二课“ 皇帝的新衣” ，

第十三课“ 三块金砖” ，第十四课“ 第一滴雨” ，第十五课“ 自食其果” 。 每周 １０
课时，具体安排为：

Ｄ１ ～ Ｄ２：讲授新课、外教辅导朗读课文、问题解答及口语练习；
教学方式

Ｄ４：作业讲评、课堂练习；Ｄ５：作业讲评、背诵检查、单元测验等。

主要通过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堂讲解、课堂练习、课堂讨论等方式进行讲授。
课堂讲解（ 包括通过增补材料辅助教学） 占 ５０％，课堂练习、课堂讨论占 ５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学期成绩由平时成绩 １５％，期中成绩 ４０％及期末成绩 ４５％三部分组成。 其中
平时成绩主要依据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及定期测试的成绩进行评定；期中成绩

２４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由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组成，其中口试占 ４０％，笔试占 ６０％；期末成绩也由笔试
和口试两部分组成，口试占 ４０％，笔试占 ６０％。

教材

《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作者：孔菊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基础乌尔都语（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ｒｓｅ（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基础乌尔都语（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基础阶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教授乌尔都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以及句型、
日常会话等。 通过基础阶段的教学和训练，要求学生正确掌握乌尔都语语音、
文字、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及日常会话的内容，具备乌尔都语的听、
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具有初步的乌尔都语交际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Ｕｒｄ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Ｕｒｄｕ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Ｕｒｄｕ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ｂａｓｉｃ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Ｕｒｄｕ，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Ｕｒｄｕ．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进一步传授学生基本的乌尔都语词汇和语法知识，使学生能掌握
乌尔都语的基本句型和课文中出现的基本语法规则，逐步提高阅读和翻译能
力，能较自然地运用乌尔都语进行简单的口头交流和书面翻译。 在乌尔都语
的使用和表达过程中，无重大语法和用词错误，要求做到自然、顺畅。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每学期共 １７ 周，其中期中考试 １ 周，校运会和校庆日分别放假停课，实
际共学习《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第四册 １５ 篇课文，每周 １０ 学时，具体每周授课
安排如下：

周一至周二：讲授新课；
周三：外教辅导朗读课文、问题解答及口语练习；
周四：作业讲评、课堂练习；
周五：作业讲评、背诵检查、单元测验等。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和练习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１． 平时成绩：由课堂表现、作业情况及每周每课测验（ 包括背诵或复述课文，

办法

单词、句型及语法等综合书面考察） 三部分组成；

外国语学院

２４７

２． 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分别由口试、笔试两部分组成；

３． 期末综合评定：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考试成绩 ４０％及期末考试成绩 ５０％。
教材

《 乌尔都语基础教程》 第四册，作者：孔菊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西班牙语精读（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西班牙语语音、发音、书写规则、西班牙语的基本语法
和词汇，具备初步的西班牙语听、说、读、写的能力，了解西班牙语的语言特点，
并运用到实践当中，培养学生用西班牙语进行交际的初步能力，并对西班牙语
国家的文化、国情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ｍ ｉｎ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ｇｅｔ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学习：西班牙语读音规则；各种词类的概念、词形变化和基本用法；动词

应学时分配

各种时态和式；西班牙语基本词法及句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场景模拟实践，课后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出勤，课堂表现，作业，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 现代西班牙语》 （ 第一册） ，作者：董燕生，刘建。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西班牙语精读（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ＩＩ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２４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西班牙语精读（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在掌握西班牙语语音以及基本语法、词汇的基础上，由浅入
深，培养学生西班牙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和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通过课文
学习西班牙语的常用句型和语法，了解西班牙语的语言特点，并运用到实践当
中，并对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化、国情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西班牙语读音规则；各种词类的概念、词形变化和基本用法；动词各种时态和

应学时分配

式；西班牙语基本词法及句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场景模拟实践，课后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出勤，课堂表现，作业，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 现代西班牙语》 （ 第二册） ，作者：董燕生，刘建。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西班牙语精读（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西班牙语精读（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西班牙语本科生二年级（ 上） 的专业基础课程，目的是继续对学生进
行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训练，巩固语法知识，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同
时，通过课文学习，进一步了解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化、历史、文学等。
本课程以《 现代西班牙语》 第三册为教材，以外文教材为辅，要求学生熟
记并学会运用掌握大量词汇；掌握各类句子的基本结构；能准确理解语言材
料，掌握主要内容并就相关内容进行问答、复述和简单评论。 能围绕某一主题
进行简单讨论。

外国语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２４９

Ａ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３）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ｎｉｓｈ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Ｅｓｐａｎ̈ｏｌ Ｍｏｄｅｒｎｏ （ ＩＩＩ ） ａ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ｈｅａｒｔ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ｌｙ； 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ｇｒａｓｐ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ｍ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西班牙语专业学生打下良好的语法和词汇基础，使
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学生经过此阶段的学习，西班牙语
至少应该达到“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 Ｂ１ 水平。

１． 在巩固《 现代西班牙语》 （ 一） （ 二） 所学语法知识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基础
语法知识，初步建立西班牙语语法体系。

２． 大量扩充词汇量，使学生的词汇量达到 ３０００ 个单词左右。
３． 具备用西班牙语听、说、读、写主题文章的能力。
４． 加深对西班牙语国家文化、文学的了解。
内容提要及相

由于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所以本阶段的学习内容和难度明显增

应学时分配

加：课文加长，生词、词汇和练习数量显著增加，语法的讲解也更为细致深入。

１． 语法：虚拟式是本阶段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在对虚拟式一般现在时在简单
句和各类从句中的用法进行总结之后（ 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虚拟式的语境特
点） ，继续介绍虚拟式其他时态的构成、用法和时值。

２． 词汇：学习 １２００ 个左右生词，同时要掌握词语的固定搭配，详细讲解每课的
重点词汇，要求掌握 １６２ 个常用词汇 ／ 短语的常用用法，可以用它们组词造句。

３． 实际运用：本阶段课文涉及的主题更加广泛和深入，包括西班牙语概况、历
史故事、名著改编、社会现象、圣经故事、小说梗概、地理知识、名人介绍、西语
国家节日、体育运动、绘画、文学（ 塞万提斯） 、神话等，并且加大了有关拉丁美

洲的知识比重（ 拉丁美洲饮食文化、古印第安文明、西班牙语美洲的独立、拉丁
美洲现代文学） 等，要求学生们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活学活用，将学到的句型
和词汇用于实践，尝试用西班牙语进行较为复杂的主题性对话，能就课文内容
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 同时对西语国家的历史、文化
和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仅限于语言的层面。

课时分配：总课时： １４４ 课时。 每周 ８ 课时，讲授一课。 语法讲解与练习 ２ 课
教学方式

时，课文、词汇讲解与练习 ４ 课时，课后练习讲解及复习 ２ 课时。

采取课堂讲授（ 大约 １ ／ ３） 、课堂练习和讨论（ 大约 １ ／ ３） 和课后练习讲解及补
充练习和讲解（ 大约 １ ／ ３）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２５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出勤、课堂表现、作业（３０％） ；期末考试（ 闭卷） （７０％） 。
《 现代西班牙语》 （ 第三册） ，作者：董燕生，刘建。

Ｎｕｅｖａ ｇｒａｍá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ａ ｌｅｎｇｕ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作者：Ｒｅ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ａ ｇ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ｎ ｕｓｏ （ Ｂ１） ，作者：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ｎｏ Ｇｉｎé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ａ ｇ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ｎ ｕｓｏ （ Ｂ２） ，作者：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ｎｏ Ｇｉｎéｓ。

课程中文名称

西班牙语精读（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西班牙语精读（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西班牙语本科生二年级（ 下） 的专业基础课程，目的是对学生进一步
进行全面、严格的西班牙语语言技能的训练，建立系统的语法体系，培养学生
用西班牙语研究西语国家国情、文化和文学等的初步能力。
本课程以《 现代西班牙语》 第四册为教材，以外文教材为辅，要求学生进
一步扩大词汇量，掌握各类副句的结构和用法；能就一般社会生活题材同西语
国家人士交谈，能正确表达思想，语言基本得体，无重大语法错误；能借助工具
书阅读一般新闻报导和简易读物；能根据命题写出短文，内容连贯，层次清楚，
语言通顺，无重大语法错误。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４）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Ｅｓｐａｎ̈ｏｌ Ｍｏｄｅｒｎｏ （ ＩＩＩ ） ａｎｄ （ ＩＶ ） ａ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ｌｙ； ｔｏ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ｎｉｓｈ －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ｈｅｍ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ｄ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ｍ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西班牙语专业学生打下良好的语法和词汇基础，使
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学生经过此阶段的学习，西班牙语
应该达到“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标准” Ｂ２ 水平。

１． 对学生进一步进行全面、严格的西班牙语语言技能的训练，对《 现代西班牙
语》 （ 一） （ 二） （ 三） 所学的语法知识进行巩固、概括和总结，建立系统的语法
体系

外国语学院

２５１

２． 大量扩充词汇量，使学生的词汇量达到 ４４００ 个单词左右。
３． 让学生具备用西班牙语听、说、读、写主题文章的能力。

４． 进一步加深对西班牙语国家文化、文学的了解，培养学生用西班牙。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通过西班牙语精读（ 一） （ 二） （ 三） 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西班牙语中常见的
各种时态，积累了大量的词汇，对西班牙语国家的历史文化等有了一定的了
解，所以本阶段的学习以此为基础，要求学生增强自学能力，引导学生对所学
语法知识进行梳理，进一步关注语法中的细节和差别；正确理解和把握原文素
材，对于主题的思考能够透过表明现象深入本质，逐步培养他们用西班牙语研
究西语国家历史文化文学等的能力。

１． 语法：通过西班牙语精读（ 一） （ 二） （ 三） 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西班牙语
的各种常见时态的构成和用法，本阶段的语法学习一方面对所学的语法知识
进行梳理和扩展，一方面更加细致地讲解语法中的细节和差别，让学生精确地
把握语法中的难点。

２． 词汇：学习 １４００ 个左右生词，同时要掌握词语的固定搭配，详细讲解每课的
重点词汇，要求掌握 １８０ 个常用词汇 ／ 短语的常用用法，可以用它们组词造句。
可以区分一些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３． 实际运用：本阶段课文涉及到的主题很广泛，涉及文化、历史、文学、地理、
政治、科学、体育、能源等领域，同时也更加深入，开始对一些主题进行较深层
次的讨论，包括伦理道德、重大事件、社会问题（ 养老问题、贫富分化等） 、环境
保护等，开始出现未经改编或者改编甚微的名家名作，如《 人到中年》 、《 马丁
·菲耶罗》 等，要求学生们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活学活用，将学到的句型和词
汇用于实践，尝试用西班牙语进行较为复杂的主题性对话，能就课文内容进行
较为深入的分析、讨论，口头或者书面发表自己的见解。 同时对西语国家的历
史、文化和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仅限于语言的层面。

课时分配：总课时：１４４ 课时。 每周 ８ 课时，讲授一课。 语法讲解和练习 １ 课
教学方式

时，课文与词汇讲解和练习 ４ 课时，课后练习讲解与实践 ３ 课时。

采取课堂讲授（ 大约 １ ／ ３） ，课堂练习和讨论（ 大约 １ ／ ３） 和课后练习讲解及补
充练习和讲解（ 大约 １ ／ ３）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出勤、课堂表现、作业（４０％） ；期末考试（ 闭卷） （６０％） 。
《 现代西班牙语》 （ 第四册） ，作者：董燕生，刘建。

参考资料

Ｎｕｅｖａ ｇｒａｍá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ａ ｌｅｎｇｕ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作者：Ｒｅ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

课程中文名称

西班牙语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２５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介绍和讲解“ Ｊａｒｃｈａｓ” 以降至 １７ 世纪西班牙文学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思潮、经典
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按中世纪、黄金世纪（ 文艺复兴和巴罗克） 分期讲解，结合
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侧重原著文本的细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ｔｏ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ｕｐ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 Ｅｄａｄ
ｄｅ Ｏｒｏ （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ｏｑｕｅ） ．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西班牙文学概貌，掌握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等知
识，培养阅读、理解和赏析西语文学作品的能力，通过对原著文本的阅读直接
感受文学经典的魅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Ｖｅｇａ）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第十六周
第十七周
第十八周

导言：文学史何为

Ｃａｎｔａｒ ｄｅ ｇｅｓｔａ 与《 熙德之歌》
Ｅｌ Ａｕｔｏ ｄｅ ｌｏｓ Ｒｅｙｅｓ Ｍａｇｏｓ
Ａｌｆｏｎｓｏ Ｘ ｅｌ Ｓａｂｉｏ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ｄｅ Ｂｅｒｃｅｏ

Ｊｕａｎ Ｒｕｉｚ 《 真爱诗集》

Ｊｕａｎ Ｍａｎｕｅｌ《 卢卡诺尔伯爵》
Ｊｏｒｇｅ Ｍａｎｒｉｑｕｅ 《 悼亡父》
西班牙谣曲
Ｌａ Ｃｅｌｅｓｔｉｎａ

黄金世纪导论；意大利诗律的引介（ Ｊｕａｎ Ｂｏｓｃáｎ， Ｇａｒｃｉｌａｓｏ ｄｅ ｌａ

西班牙神秘主义散文：Ｓａｎｔａ Ｔｅｒｅｓａ ｄｅ Ｊｅｓúｓ

西班牙神秘主义诗歌：Ｓａｎ Ｊｕａｎ ｄｅ ｌａ Ｃｒｕｚ， Ｆｒａｙ Ｌｕｉｓ ｄｅ Ｌｅóｎ
流浪汉小说：《 小癞子》

骑士小说与《 堂吉诃德》

黄金世纪戏剧（ 一） ：Ｌｏｐｅ ｄｅ Ｖｅｇａ

巴洛克文学：Ｌｕｉｓ ｄｅ Ｇóｎｇｏｒ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Ｑｕｅｖｅｄｏ

黄金世纪戏剧（ 二） ：Ｔｉｒｓｏ ｄｅ Ｍｏｌｉｎａ， Ｃａｌｄｅｒóｎ ｄｅ ｌａ Ｂａｒｃａ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围绕文本展开讨论；课后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报告 ４０％，学期论文 ６０％。

办法
教材

《 西班牙文学史》 ，作者：沈石岩；《 西班牙文学选集》 ，作者：刘永信等。

外国语学院
参考资料

２５３

《 西班牙文学》 （ 黄金世纪研究） ，作者：陈众议；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 （２ ｖｏｌｓ．） ，出版者： Ｃáｔｅｄ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作者：Ｊｕａｎ Ｌｕｉｓ Ａｌｂｏｒ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ｙ ｃｒí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 （ １ ～ ９， ｓｕｐｌｅｍｅｎｔｏ １ ～ ９ ） ， 作 者：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Ｒｉｃｏ。
课程中文名称

西班牙语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课程中文简介

介绍和讲解 １８ 至 ２０ 世纪西班牙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和思潮、经典作家
及其代表作品，按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１９ 世纪及 ２０ 世纪的文学分
期讲解，设置 １９ 世纪戏剧和小说、“ ９８ 年一代” “ １４ 年一代” “ ２７ 年一代” 、战
后小说、流亡文学等专题进行研讨，结合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侧重原著
文本的细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ｔｏ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ｕｐ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９８，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７，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ｎｏｖｅｌｓ， ｅｘｉ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西班牙文学概貌，掌握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等知
识，培养阅读、理解和赏析西语文学作品的能力，通过对原著文本的阅读直接
感受文学经典的魅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第七周

导论

启蒙时代：Ｂｅｎｉｔｏ Ｊｅｒóｎｉｍｏ Ｆｅｉｊｏｏ， Ｍｏｒａｔíｎ

１９ 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

贝克尔和后期浪漫主义文学

１９ 世纪自然主义小说
１９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西班牙“９８ 年一代” （ 小说）
西班牙“９８ 年一代” （ 散文）
西班牙“９８ 年一代” （ 诗歌）
西班牙“１９１４ 年一代”
Ｏｒｔｅｇａ ｙ Ｇａｓｓｅｔ

西班牙先锋派文学

西班牙“２７ 年一代” （ 上）

２５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第十六周
第十七周
第十八周

西班牙“２７ 年一代” （ 下）

西班牙战后文学：Ｃｅｌａ， Ｄｅｌｉｂｅｓ， Ｔｏｒｒｅｎｔｅ 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 Ｃａｒｍｅｎ Ｌａｆｏｒｅｔ
西班牙“ 世纪半作家群”
西班牙“６８ 年一代”

西班牙 ８０ 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围绕文本展开讨论；课后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报告（４０％） 与学期论文（６０％） 。

办法
教材

《 二十世纪西班牙小说》 ，作者：王军；
《 西班牙文学史》 ，作者：沈石岩；

《 西班牙文学选集》 ，作者：刘永信等
参考资料

Ｂｒｅ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作者：Ｊｕａｎ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 （２ ｖｏｌｓ．） ，作者：Ｖ．Ｖ．Ａ．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作者：Ｊｕａｎ Ｌｕｉｓ Ａｌｂｏｒ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ｙ ｃｒí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ｅｓｐａｎ̈ｏｌａ （ １ ～ ９， ｓｕｐｌｅｍｅｎｔｏ １ ～ ９ ） ， 作 者：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Ｒｉｃｏ。
课程中文名称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西班牙文学史

课程中文简介

１． 古印第安文学的发展概况，重点介绍《 波波尔·乌》 《 奥扬泰》 《 契兰巴兰之
书》 和阿兹特克抒情诗。

２． 征服和殖民时期文学（１４９２—１８１０） ：介绍《 哥伦布航海日记》 《 新西班牙征
服信史》 《 印卡王室述评》 《 秘鲁传说》 《 阿劳加纳》 《 初梦》 等经典作品。 其中
索尔·胡安娜为难点，应结合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细读原著文本。

３． 独立运动和共和国初期的文学：重点介绍浪漫主义文学发展概况和现实主
义的兴起。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１） Ｐｒｅ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Ｐｏｐｏｌ Ｖｕｈ， Ｃｈｉｌａｍ －Ｂａｌａｍ， Ａｚｔｅｃ ｌｙｒｉｃ．

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ｓ， 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ｄｏｒｅｓ， ｐｏ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ｏｔｓ ｗｈｏ ＂ ｗ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ｒｇｅｄ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ｇｈｔ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外国语学院

２５５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拉丁美洲文学概貌，培养阅读、理解和赏析西语文学作
品的能力，通过对原著文本的阅读直接感受文学经典的魅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 拉丁美洲文学源起

简介古印第安文明的发展情况和特点。 玛雅人的基切语文学，阿兹特克人的
纳瓦特尔语文学，印加人的克丘亚语文学。 历史背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
新大陆的殖民征服活动；征服时期的纪事文学及主要代表作家：哥伦布、卡斯
蒂约、萨阿贡以及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征服时期的史诗《 阿劳加
纳》 。 课后阅读：《 哥伦布航海日记》 《 阿劳加纳》 片段。
第２周

讨论《 哥伦布航海日记》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讨论《 阿劳

第３周

殖民统治时期的文学

加纳》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 阅读答疑。
１７ 世纪诗坛概况。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生平及创作；阅读
和讨论其作品。 １８ 世纪诗坛概况。
第４周

１６、１７ 世纪的戏剧概况

胡安·路易斯·德·阿拉尔孔的生平与创作。 课后作业：阅读阿拉尔孔的作
品选段《 可疑的真理》 。
第５周

就《 可疑的真理》 展开讨论，阅读答疑。 １８ 世纪的戏剧概况。 １６ 至

第６周

新古典主义诗歌

１８ 世纪的小说。

独立运动的歌手：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 安德列斯·贝略的生平与创
作。 课后作业：阅读贝略的作品选段《 热带农艺颂》 。
第７周

就《 热带农艺颂》 这部作品展开讨论，阅读答疑。 站在浪漫主义门口

的诗人：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 １９ 世纪上半叶的小说。 拉丁美洲小说的
开拓者：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 １９ 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拉丁美洲浪
漫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拉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课后
阅读：利萨尔迪的作品《 赖皮鹦鹉》 片段。
第８周

讨论《 赖皮鹦鹉》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浪漫主义文学在拉

第９周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概况

美各共和国的发展情况。

前期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何塞·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何塞·欧塞维
奥·卡罗。 后期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拉法埃
尔·蓬博；曼努埃尔·贡萨雷斯·普拉达；胡安·索里利亚·圣马丁。 高乔文
学；高乔民族的历史及文化概况。 高乔诗歌。 课后阅读《 马丁·菲耶罗》 片
段。

第 １０ 周

何塞·埃尔南德斯与《 马丁·菲耶罗》

讨论《 马丁·菲耶罗》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２５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 １１ 周

高乔小说概况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及其小说《 堂塞贡多·松勃拉》 。 讨论《 堂塞贡多·松勃

拉》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 阅读答疑。 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何塞·马尔莫
及其代表作《 阿玛利亚》 ；豪尔赫·伊萨克斯及其代表作《 玛丽亚》 。 课后阅
读：《 玛丽亚》 片段。
第 １２ 周

讨论豪尔赫·伊萨克斯的代表作《 玛丽亚》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

读答疑。 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 里卡多 · 帕尔 马 及 其 代 表 作 《 秘 鲁 传
说》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及其代表作《 法昆多：文明还是野蛮》 。 课
后阅读：《 秘鲁传说》 片段。
第 １３ 周

讨论《 秘鲁传说》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 阅读答疑。 从浪漫主义向现

实主义过渡到作家：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
讨论《 马丁·里瓦斯》 的艺术与语言特点。 从风俗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
第 １４ 周

现代主义文学：背景与概况；何塞·马蒂生平，创作。 现代主义初期

的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胡利安·
德尔·卡萨尔；何塞·阿松森·席尔瓦。 课后阅读：何塞·马蒂诗歌节选。
第 １５ 周

讨论何塞·马蒂诗歌的艺术及语言特点。 鲁文·达里奥生平及创

第 １６ 周

现代主义散文和小说：何塞·马蒂的散文；鲁文·达里奥的短篇小

作。 讨论鲁文·达里奥诗歌的艺术和语言特点。 现代主义晚期的诗人。
说和散文等。 其他现代主义作家：古铁雷斯·纳赫拉；莱奥波尔多·卢贡内
斯；何塞·恩里克·罗多；曼努埃尔·迪亚斯·罗德里格斯；恩里克·拉雷塔。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围绕文本展开讨论；课后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报告 ４０％，学期论文 ６０％。

办法
教材

《 拉丁美洲文学史》 ，作者：赵德明等；

《 拉丁美洲文学选集》 ，作者：郑书九等。
参考资料

《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 ，作者：赵振江；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作者：Ｅｎｒｉｑｕ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Ｉｍｂｅ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４ ｖｏｌ．） ，作者：Ｊｏｓé Ｍｉｇｕｅｌ Ｏｖｉｅｄ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作者：Ｌｕｉｓ Ｉ？ ｉｇｏ －Ｍａｄｒｉ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ａ ｐａｒｔｉｒ ｄｅ ｌ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作者：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作者：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Ｂｅｌｌｉｎｉ。
课程中文名称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其他语言

先修课程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课程中文简介

１． 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大地小说与先锋派诗歌。

２５７

２．１９６０ 年以后的文学“ 爆炸” 及“ 爆炸” 后文学。 围绕魔幻现实主义缘起、发
展、特征等，重点介绍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科
塔萨尔等作家及《 百年孤独》 等经典作品；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等重要作家
和诗人。

３． 当代拉美文坛；新时代与新“ 经典” 的形成。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ｏｒｋｓ ｂｙ Ａｓｔｕｒｉａ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 Ｒｕｌｆｏ， Ｇａｒｃíａ Ｍáｒｑｕｅｚ，
Ｃｏｒｔáｚａｒ， Ｂｏｒｇｅｓ， Ｐａｚ， Ｎｅｒｕｄ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拉丁美洲文学概貌，培养阅读、理解和赏析西语文学作
品的能力，通过对原著文本的阅读直接感受文学经典的魅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拉丁美洲现当代文学导论。 地域主义小说；墨西哥革命小说及其代表
作家。 讨论《 在底层的人》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大地小说的代表作
家：奥拉西奥·基罗加。 课后阅读：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短篇小说。

第 ２ 周：讨论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短篇小说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何塞？ 埃乌斯塔西奥·里维拉；罗慕洛 · 加列戈斯。 课后阅读：《 堂娜芭芭
拉》 片段。

第 ３ 周：讨论加列戈斯的《 堂娜芭芭拉》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土著小说的代表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豪尔赫·伊卡萨。

阅读和讨论《 青铜种族》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 土著小说的代表作家：西罗·阿
莱格里亚；何塞·马利亚·阿尔格达斯。 课后阅读：《 广漠的世界》 片段。

第 ４ 周：讨论《 广漠的世界》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阅读答疑。 先锋派小说发展
概况。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阿莱霍·卡彭铁尔。 课后作业：《 总
统先生》 片段。

第 ５ 周：就《 总统先生》 这部作品展开讨论，阅读答疑。 豪尔赫·路易斯·博
尔赫斯；埃内斯托·萨瓦托。 讨论《 地道》 的艺术和语言特色。 胡安·卡洛斯
·奥内蒂；胡安·鲁尔福。 课外阅读：《 佩德罗·帕拉莫》 。

第 ６ 周：讨论《 佩德罗·帕拉莫》 的艺术和语言特色，阅读答疑。 拉丁美洲新
小说前夜的其他作家。

第 ７ 周：拉丁美洲“ 爆炸文学” 及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利奥·科塔
萨尔。 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 《 百年孤独》 、《 跳房子》 。

第 ８ 周：何塞·多诺索及其创作。 新小说的其他作家。 ２０ 世纪拉丁美洲诗
歌；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时期的诗歌。

第 ９ 周：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先锋派诗歌概况；维多夫
罗与博尔赫斯。

２５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 １０ 周：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

第 １１ 周：巴勃罗·聂鲁达生平及创作。 先锋派诗歌的继续；奥克塔维奥·帕
斯。

第 １２ 周：拉丁美洲新生代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 阿尔弗雷多·布里塞·
埃切尼克；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课后阅读：《 蜘蛛女之吻》 片段。

第 １３ 周：讨论《 蜘蛛女之吻》 的艺术和语言特点。 马里奥·贝内德蒂和他的
短篇小说。 课后阅读：贝内德蒂的《 丑人的夜晚》 及《 Ｐｕｎｔｅｒｏ ｉｚｑｉｅｒｄｏ》 。 阿尔
瓦罗·穆迪斯及其生平、创作。 《２０４》 及《 东方的歌》 。

第 １４ 周：胡利奥·拉蒙·里贝伊罗 ；安东尼奥·西斯内罗斯。 课后阅读：里
贝伊罗的《 瓶子和人》 ；西斯内罗斯的《 皇家述评》 。

第 １５ 周：讨论《 瓶子和人》 以及《 皇家述评》 的艺术及语言特点。 伊莎贝尔·
阿连德的生平和创作；《 幽灵之家》 。

第 １６ 周：巴西文学简史及重要作家和代表作品。
第 １７ 周：波拉尼奥与《２６６６》 。
第 １８ 周：当代拉美文坛鸟瞰。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围绕文本展开讨论；课后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报告 ４０％，学期论文 ６０％。

办法
教材

《 拉丁美洲文学选集》 ，作者：郑书九等；
《 拉丁美洲文学史》 ，作者：赵德明等。

参考资料

《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 ，作者：赵振江；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４ ｖｏｌ．） ，作者：Ｊｏｓé Ｍｉｇｕｅｌ Ｏｖｉｅｄ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作者：Ｌｕｉｓ Ｉ？ ｉｇｏ －Ｍａｄｒｉｇ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ａ ｐａｒｔｉｒ ｄｅ ｌ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作者：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作者：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Ｂｅｌｌｉｎ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作者：Ｅｎｒｉｑｕ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Ｉｍｂｅｒｔ。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精读（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ｓ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２５９

英语精读（ 一） 针对大一新生，从《 大学英语（２） 》 开始，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
的全面英文技能训练，并逐步加大语言难度，引导学生对思想含量较高的文章
进行阅读，通过对课文的讨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课程英文简介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 》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ｄ ａｒ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ｐｒｏｖｏｋ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首先，英语精读（ 一） 致力于提高大一新生的英文听说读写的能力，从语言上
为将来大学里的英语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其次，通过让学生阅
读、思考一些思想含量高的文章，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ｒｏｙ

（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课文讲授 ２．５ 学时，习题 １．５ 小时）
第二周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

（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课文讲授 ２ 小时，习题 ２ 小时）

第三周 Ｙｏｕ Ｓａｙ Ｂｅｇｉｎ，Ｉ Ｓａｙ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 北大英语精读》 ，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０．５ 小时； 副课文 Ｙｏｕ
Ｓａｙ Ｂｅｇｉｎ，Ｉ Ｓａｙ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Ｔｗｏ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ｌｏｗ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０．５ 小时）
第四周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ｓｔｓ

（ 《 北大英语精读》 ，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０．５ 小时； 副课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０．５ 小时）
第五周 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第六周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第七周 Ｗａｌｋｉｎｇ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第八周 期中考试和讲评试卷
第九周 Ｓａｌｔ

（ 《 北大英语精读》 ，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０．５ 小；副课文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０．５ 小时）

第十周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ｅｌｌ

（ 《 北大英语精读》 ，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０．５ 小时；副课文 Ｈｏｎｏ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０．５ 小时）

第十一周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ｉｍａｌ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２６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十二周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Ａｎｔｓ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第十三周 Ｔｈｅ Ｍｏｎｓｔｅｒ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第十四周 Ｌｉｖ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Ｗｅａｓｅｌｓ

（ 补充课文，课文讲授、问题讨论 ３ 小时，习题 １ 小时）
第十五周

复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问题讨论，习题练习。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考试（ 笔试） ：对期中以前所学内容进行考察，占最后成绩的 ４０％；

办法

教材

期末考试（ 笔试） ：对期中以后所学内容进行考察，占最后成绩的 ５０％；
平时成绩：作业、课堂小测验、课堂表现等，占最后成绩的 １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２） ，作者：周珊凤，张祥保；
《 北大英语精读》 ，作者：韩敏中。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精读（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ｓ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英语精读（ 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训练学生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和批判思维
和分析能力的课程。 课程通过阅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扩大学生知识面，
加深学生对西方思想体系、宗教、文化层面的认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加深对人
文问题的关怀，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ｏ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 －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ｏｕｒ ｍａｉｎ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ａ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ｗｉｌｌ ｅｖｏｌ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阅读和分析训练，使学生熟悉和了解西方写作的风格和文体特
点，培养学生的评判性阅读能力、英语思维和表达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学修养、英语语言欣赏水平和文化综合素质，同时继
续打好语言基本功，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包括英语专业知识

外国语学院

２６１

和相关专业知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综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
力。 教学中高度重视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的融会训练， 并培养学生独立学习
和思考的能力。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听懂国外媒体各方面的专题报道以及演讲
会话等；根据所给题目在规定时间内用英文写作。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是一部高起点的英语精读课程，除了保持全面的英语技能训练的传统

应学时分配

外，也是人文学科的“ 入门” 教程，选材为具有文化影响力的英美名家名篇。
对课文的 文化和语言层次的梳理以及丰富的练习，不仅能增强学生对西方知
识思想传统的理解，而且能在传统精读不大重视的思辩、推断、比较和批评层
次得到全面的训练。 下面是课程的具体分配：
第一周

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Ｙｏｕ ｓａｙ ｂｅｇｉｎ， Ｉ ｓａｙ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ｈｅ

第二周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ｗｏ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ａｓｔ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 周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第七周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第十六周
第十七周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ｅ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ｕｒ Ｓａｌｔ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ｉｖｅ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ｅｌｌ

Ｌｅｓｓｏｎ Ｓｉｘ “ Ｗ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ｄｏ？”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Ｅｉ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Ｗｅ Ｄｅａｄ Ａｗａｋｅ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ｓ Ｒ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 Ｎｉｎｅ ｉｎ Ｈａｒ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ｅｎ Ｓｍａｌｌ Ｈｏｕｒｓ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Ｅｌ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ｗｅｌ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ａ

Ｌｅｓｓｏｎ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ｚａａｒ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ｏｎ Ｈｉｔｌｅｒ’ 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Ｃｈｉｐ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ｐｏ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Ｌｅｓｓｏ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 Ｂｕｔ Ｗｈａｔ’ ｓ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

其中第 １３ 课到第 １７ 课的内容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分别插入到各课之间讲
授，也可能更换其他阅读材料，上课前两到三周提前通知学生。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
力。 在加强训练的同时，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课堂教学要与学生的课外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开展练习读与写相结合的活动。
在阅读实践上要把积极鼓励学生拓展阅读，深入研究，独立思考。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期中考试 ４５％，期末考试 ４５％，课堂表现 １０％。
《 北大英语精读》 ，作者：韩敏中；辅助材料 ／ 补充材料。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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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精读（ 三）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ｎｉ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英语精读（ 一） （ 二）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是英语系本科生二年级的必修课，选取 ８ ～ １０ 篇有关西方思想和文学的
经典文章，让学生仔细阅读。 学生需要理解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论辩，掌握文章
中复杂的语言表述，对于重点的难句应该可以用英文加以解释（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ｅｘ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是英语系本科生二年级的必修课，选取 ８ ～ １０ 篇有关西方思想和文学的
经典文章，让学生仔细阅读。 学生需要理解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论辩，掌握文章
中复杂的语言表述，对于重点的难句应该可以用英文加以解释（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主要课文包括：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 Ｋｉｎｇ， Ｊｒ．， ＂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Ｊａｉｌ＂ ；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ｏｖｅｊｏｙ， ＂ Ｐｒｉｄｅ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

Ｎｅｉｌ Ｐｏｓｔｍａｎ， ＂ 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Ｕｓ ｔｏ Ｄｅａｔｈ＂ ； 等等

较长的课文 ４ ～ ５ 次课讲完，而较短的课文一般 ２ 次课讲完。 每篇新课文在讲
授之前，学生要根据事先给出的问题，写 ２ ～ ３ 页的英文 ｐｒｅｖｉｅｗ。 一学期中将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会安排 ２ ～ ３ 次的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练习。

以课堂讲授为主，穿插课堂讨论和作业讲评。
期中考试成绩占 ２５％ ，期末考试成绩占 ３５％ ，平时成绩占 ４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精读（ 四）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英语精读（ 一） （ 二） （ 三）

课程中文简介

２６３

本课是英语系本科生二年级的必修课，选取 ８ ～ １０ 篇有关西方思想和文学的
经典文章，让学生仔细阅读。 学生需要理解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论辩，掌握文章
中复杂的语言表述，对于重点的难句应该可以用英文加以解释（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ｅｘ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是英语系本科生二年级的必修课，选取 ８ ～ １０ 篇有关西方思想和文学的
经典文章，让学生仔细阅读。 学生需要理解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论辩，掌握文章
中复杂的语言表述，对于重点的难句应该可以用英文加以解释（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主要课文包括：

Ｓｉｍｏｎ Ｌｅｙｓ， ＂ Ｔｈｅ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Ｌｏｒ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
Ｅ． Ｍ． Ｆｏｒｓｔｅｒ， ＂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
Ｊ． Ｓ． Ｍｉｌｌ， 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Ｇｅｏｒｇｅ Ｅｌｉｏｔ，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
Ｗ．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 Ｍａｕｇｈａｍ， ＂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 ；

等等。

较长的课文 ４ ～ ５ 次课讲完，而较短的课文一般 ２ 次课讲完。 每篇新课文在讲
授之前，学生要根据事先给出的问题，写 ２ ～ ３ 页的英文 ｐｒｅｖｉｅｗ。 一学期中将
教学方式
教学 大 纲 － 学
生成 绩 评 定 办

会安排 ２ ～ ３ 次的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练习。

以课堂讲授为主，穿插课堂讨论和作业讲评。
期中考试成绩占 ２５％ ，期末考试成绩占 ３５％ ，平时成绩占 ４０％。

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英国文学史（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２６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高年级主干必修课。 本课讲授：

１． 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史诗《 贝奥武甫》 直至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文学史和
各时期主要作家代表作品选读。 以文学史为主线，简明介绍各时期历史背景
主要作家、代表作品和文学思潮，但侧重文本的阅读、理解和欣赏。 ２． 自十九
世纪初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学史和主要作家代表作品选读。 以文学
史为主线，简明介绍各时期历史背景主要作家、代表作品和文学思潮，但侧重
文本的阅读、理解和欣赏。
课程英文简介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ｏｒ ｆｕｌｌ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ｕ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ａｉ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ｈｏ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ｅｖｏｌｖ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ｌｄ．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ｌ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１８ｔ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ｆ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ｉａ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ａｕｃｅｒ，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Ｍｉ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ｅ．
教学基本目的

二年级下学期必修课。 通过阅读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原著片断或全篇，
了解文学史的发展、思想的演化，以及文学家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 覆盖从

１４ 世纪到 １８ 世纪末的历史时期，涉及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和蒲柏等十几
位有代表性的作家。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第二周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ｈａｕｃｅｒ，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ａｌ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ｄｏｎｅｒ’ ｓ Ｔａｌｅ
（ ｐｐ．１６８ ～ １７９） ．
第三周

Ｓｉ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Ｂｏｏｋ ２ ｏｆ Ｕｔｏｐｉａ （ ｐｐ．４１９ ～ ４３１） ； Ｓｉｒ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ｉｄｎｅｙ，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ｅｓｙ） ［ Ｐｏｅｔ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 ［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ｅｔｒｙ］ ．
第四周

Ｅｄｍｕｎｄ Ｓｐｅｎｓｅｒ， （ ｆｒｏｍ Ｂｏｏｋ ２， Ｃａｎｔｏ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ｅｒｉｅ Ｑｕｅｅｎｅ） ［ Ｔｈｅ

第五周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ａｒｌｏｗ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ｔｏ Ｈｉｓ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ｉｃ

Ｂｏｗｅｒ ｏｆ Ｂｌｉｓ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 Ｆａｕｓｔｕｓ Ｓｃｅｎｅ ５； Ｓｉｒ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ａｌｅｇｈ， Ｔｈｅ Ｎｙｍｐｈ’ ｓ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Ｊｏｈｎ Ｄｏｎｎｅ， Ｔｈｅ Ｂａｉｔ．
第六周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Ｋｉｎｇ Ｌｅａｒ Ａｃｔ １ ～ Ａｃｔ ３ Ｓｃｅｎｅ ５；

Ｓｏｎｎｅｔｓ １８， ２９， ５５， ６０， ６５， １１６， １３０， １４６．
第七周 Ｊｏｈｎ Ｄｏｎｎｅ，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Ｍｏｒｒｏｗ， Ｓｏｎｇ （ “ Ｇｏ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 ａ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ｒ” ） ，
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Ｄａｙ， Ｌｏｖｅ ’ ｓ Ａｌｃｈｅｍｙ， Ｔｈｅ Ｆｌｅａ， Ｈｏｌｙ Ｓｏｎｎｅｔｓ ７ ａｎｄ １０；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Ｂａｃｏｎ， （ ｆｒｏ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外国语学院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２６５

Ｍｉｄ －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３０％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ｃｏｒｅ） ．
Ｂｅｎ Ｊｏｎｓｏｎ， Ｖｏｌｐｏｎｅ Ａｃｔ １ ～ Ａｃｔ ３．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ｒｅｏｐａｇｉｔｉｃａ （ ｐｐ．１４６２ ～ １４７０） ，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Ｌｏｓｔ Ｂｏｏｋ ９．

第十一周

Ｊｏｈｎ Ｂｕｎｙ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ｆｏｅ， （ ｆｒｏｍ

第十二周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ｗｉｆｔ， Ｐａｒｔ ４ ｏｆ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 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Ａ Ｍｏｄ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Ｒｏｘａｎａ） ［ Ｔｈｅ Ｃ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
第十三周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ｏｐ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Ｐａｒｔ ２，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Ｍａｎ （ ｐｐ．２２６３ ～ ２２７０） ．
第十 四 周

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Ｗ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ｓｓｅｌａ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１ ～ １６ ａｎｄ ４４ ～ ｅｎ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第十 五 周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ｙ， Ｅｌｅｇ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ｈｕｒｃｈｙａｒｄ； Ｏｌｉｖｅｒ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ｗ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ｓｋ．
教学方式

以讲解为主，鼓励思考与讨论。

学生 成 绩 评 定

期中考试 ３０％，期末考试 ５０％，平时有论文 １ ～ ２ 篇，占 ２０％。

办法
教材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 Ｈ． Ａｂｒａｍｓ ｅｔ ａｌ．。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英国文学史（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主要作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Ｂｌａｋｅ，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 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 Ｂｙｒｏｎ，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Ｋｅａｔｓ， Ｈａｚｌｉｔｔ； Ｃａｒｌｙｌｅ，

应学时分配

Ｔｅｎｎｙｓ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Ａｒｎｏｌ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Ｒｏｓｓｅｔｔｉ， Ｒｕｓｋｉｎ， Ｐａｔｅｒ； Ｃｏｎｒａｄ， Ｙｅａｔｓ， Ｈａｒｄ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Ｊｏｙｃｅ， Ｗｏｏｌｆ，
教学方式

Ａｕｄｅｎ， Ｂｅｃｋｅｔｔ．
课堂讲授。

２６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读书报告，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办法
教材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Ｄ ～ Ｆ，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 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普通语言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精读（ 一） （ 二） （ 三） （ 四）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从哲学、逻辑、文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不同的视角切入语言学研究的
核心问题，使学生了解古今中外重要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的
思考，使力求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向学生展现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内容。 着
重强调经验观察、经验分析以及形式化方法在语言学各个领域中的运用，使学
生充分领略语言学学科人文气质和科学严谨兼备之美，在提高人文素养的同
时，获得基本的科学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ｉｍ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ｃｌｅａ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ｆ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ｕｂｆｉｅｌｄｓ：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ｒ －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见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一栏。

内容提要及相

一、 导言：什么是语言和语言学（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教学目的：通过字母表｛ ａ，ｂ｝ 上一个有限的人类语言的分析，使学生初步了解
语言符号、语法规则、语言的递归性等基本概念，并通过易卦推演，易名确定以
及易理解释的讲解，使同学进一步了解自然语言语音、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
系。

二、 白马非马：语言差异 ／ 惟乎彼此—索绪尔语言理论和公孙龙正名论比较
（２ 学时）

教学目的：介绍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并通过公孙龙的《 白马论》 和《 正名
论》 思想介绍，在中国古代哲学名实之争的语境中加深学生对索绪尔关于语言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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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语言任意性和规约性论述的理解。
三、 山出于口：人类语音和语音器官 （２ ～ ３ 学时）
教学目的：介绍语音器官、发音部位和方式，使学生对语音学的分析、描述方法
以及人类语言的遗传和生理基础有一个基本了解。
四、 你不一定认识她（ ｈｅｒ） ：音位、音位变体、音位过程—音位学与英语学习
（２ ～ ３ 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 ｈｅｒ 一词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变异分析，使学生掌握音位、音位变
体、音位过程等基本概念，了解语音学与音位学的区别以及音位分析在英语学
习中的重要作用。
五、 结构主义语言学 （２ 学时）
教学目的：系统介绍结构主义语言学经验描述和分析方法，帮助学生了解自然
语言的歧义结构，掌握直接成分分析法，并了解其局限。
六、 转换生成语法简介（４ 学时）
教学目的：介绍生成语语法从短语结构规则、词汇投射理论到最简方案的发展
以及主要理论模型，使学生初步了解形式化方法在语言知识重构中的作用。
七、 英语的句法控制、语义控制、文体控制和句子的名词化，形容词化，副词化
转换（２ 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功能语法及物性系统、衔接理论、语法隐喻等概念的介绍，使学
生了解句法控制、语义控制和文体控制对于书面表达力提高的重要性，指导学
生如何通过句子的名词化、形容词化和副词化手段，将规则化的语法知识转换
为支配控制语言的内在能力，增强对英语写作的文体控制。
八、 “ 当 今 的 法 国 国 王 是 秃 子 ” ： 真 值 条 件 语 义 学 和 语 义 的 构 成 性 原 则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２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的句法学和语义学方法，使学生了解指称
对象，真值和语义解释的基本概念
九、 语义关系和 Ｗｏｒｄｎｅｔ （２ 学时）
教学目的：介绍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语义成分等语义学知识，并
通过普林斯顿大学 Ｗｏｒｄｎｅｔ 工程实例，使学生了解含语义关系语义学在语言
信息工程中的作用。
十、 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 （２ 学时）
教学目的：介绍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语言学背景，使学生在更旷阔的学
术视野下了解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如言语行为、合作原则、会话含义等，以及这
一理论对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理论的影响。
十一、 后现代 －超文本 －训诂学：互联网时代的互文阅读 （２ 学时）
教学目的：结合索绪尔语言差异的概念和语言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划分，探
讨后现代互文性概念、互联网的超文本概念和中国经学传统中训诂学方法的
内在联系，使学生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认识现代语言学的意义。
十二、 原型、借喻、隐喻和六书造字 （２ 学时）
教学内容：介绍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和隐喻理论，结合文字
学知识的介绍以及古汉字、埃及象形文字以及苏尔美楔形文字系统中象形、指

２６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字的实例，探讨原型、借喻、隐喻在文字系统产生、发
展中的作用，并使学生了解西方传哲学中关于模仿符号与象征符号，自然符号
与约定符号，图符（ ｉｃｏｎ） ／ 象征符号（ ｓｙｍｂｏｌ） 的争论。

十三、 命名与悲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和《 德伯家的苔丝》 的悲剧解读 （ ２ 学
时）

教学目的：结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理论，奥斯丁、格莱士的言语行为理论，
以及德里达对《 罗密欧与朱丽叶》 悲剧的解读，探讨苔丝悲剧的必然性，帮助
学生认识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文本阅读和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 ７０％，文献阅读 ２０％，讨论、报告等 １０％。
期中论文 ４０％，期末考试 ６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作者：Ｒｏｂｉｎｓ，Ｒ．Ｈ．；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ｏｏｋ，作者：Ｈｕ Ｚ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译汉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学习翻译技巧、加强翻译实践为一体的高年级必修课。 本课程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双语比较分析，提倡授课与讨论相结合，鼓励学生从
自己和他人的失误中摸索规律，增长知识，提高技能。 翻译练习选材以现当代
作品为主，兼顾不同文体内容，使学生在做练习的同时增加对当代英美社会的
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ｇｕｉｄｅｄ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ｘｔ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ｗｅｅｋｌｙ ｏｕｔ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旨在通过讨论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培养学生在翻译实践中的问题意识，
思考相关解决方法的利弊得失，并能够在今后翻译实践中融入自己在翻译研
究层面的思考，提升自己的英译汉水平。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是一门学习翻译技巧、加强翻译实践为一体的高年级必修课。 本课程

应学时分配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双语比较分析，提倡授课与讨论相结合，鼓励学生从

外国语学院

２６９

自己和他人的失误中摸索规律，增长知识，提高技能。 翻译练习选材以现当代
作品为主，兼顾不同文体内容，使学生在做练习的同时增加对当代英美社会的
了解。

四、 学时分配 （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１． 概论 Ｉ

（ 翻译的标准，“ 动态对等” ，“ 等效论” ）

２． 概论 ＩＩ （ “ 语义翻译” ，“ 交际翻译” ）
３．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忠实与通顺

４．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正确理解，语义，语境

５．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概念意义和关联意义—概念与翻译实例
６．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直译与意译
７．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词类，词序
８．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句子

９．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语言与文化
１０．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主与从

１１．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 分与和
１２．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顺与逆
１３．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转换
１４．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变通
１５．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修辞

１６． 翻译作业点评：讨论：“ 翻译体”
教学方式

课堂讲解，讨论、翻译练习，课后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

考勤和平时成绩 ４０％；考试成绩 ６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作者：王治奎。

《 翻译技巧指导》 ，作者：黄龙；《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作者：陈福康；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ｉｄａ， 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Ｎｉｄａ， 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Ａ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ｍａｒｋ， Ｐｅｔｅ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Ｎｉｄａ， Ｅｕｇｅｎｅ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ｗ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ｍ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Ｖｅｎｕｔｉ，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课程中文名称

汉译英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２７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句子层次及语篇层次的汉英翻译。 课程包括文学翻译及
经贸和法律方面的实用翻译，通过课堂讲解、讨论和翻译练习使学生熟悉汉英
翻译的特点，并提高实际翻译能力。 本课程侧重培养学生根据英语语篇特点
在翻译中重新组织句子以及处理句间衔接、风格、语气等方面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ｎ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目标在于帮助学生打好语
言基础，提高汉英翻译的实际能力。 通过课程讲授及翻译作业帮助学生掌握
汉英翻译的难点，提高他们在句子及语篇层次上翻译技巧，为以后的翻译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总学时：３６，学分：２
第１周
第２周

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 翻译；翻译样文：许地山《 落花生》
翻译策略的选择：“ 异化” 翻译；翻译样文：萧红《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第 ３ 周 “ 可译” “ 不可译” 及相关问题的处理；翻译样文：王蒙 《 常胜的歌手》
第４周

比喻的翻译；翻译样文：朱自清 《 匆匆》

第６ 周

汉英句型差异及翻译对策； 翻译样文：贾平凹《 丑石》

第５周

成语和习语的翻译；翻译样文：胡适 《 差不多先生》

第７周

汉英句型差异及翻译对策；翻译样文：夏衍 《 野草》

第９周

语篇翻译的连贯；翻译样文：聂绀弩 《 我若为王》

第８ 周

期中考试

第 １０ 周 语篇翻译的风格；翻译样文：郁达夫 《 故都的秋》
第 １１ 周 翻译的文化考量；翻译样文：冯亦代 《 向日葵》

第 １２ 周 翻译的文化考量；翻译样文：宗白华 《 歌德的人生启示》
第 １３ 周 商业翻译精髓：财经翻译
第 １４ 周 商业翻译精髓：财经翻译
第 １５ 周 法律翻译精髓：合同翻译
第 １６ 周 法律翻译精髓：法规翻译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第 １７ ～ １８ 周 复习考试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练习；每周有课后翻译作业。
翻译作业及课堂练习 ／ 讨论 ４０％；期中考试 ３０％；期末考试 ３０％。
《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作者：陈宏微，李亚丹。

外国语学院
参考资料

２７１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 翻译学概论》 ，作
者：张振玉。

课程中文名称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 一）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１）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介绍美国文学从殖民时期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发展过程。 通过阅
读不同历史时期重要作家的经典著作，帮助学生不仅提高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和鉴赏能力并且了解美国文学的特点、重要的流派、主题和思想以及产生不同
类别文学作品的美国文化、经济和政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ｔａ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ｏｃｉ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系统介绍美国文学从殖民时期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发展过程。 通过阅
读不同历史时期重要作家的经典著作，帮助学生不仅提高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和鉴赏能力，并且了解美国文学的特点、重要的流派、主题和思想以及产生不
同类别文学作品的美国文化、经济和政治。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绪论

１７ 世纪清教思想和清教文学

１８ 世纪宗教“ 大觉醒” ｖｓ．理性思潮和世俗化
１８ 世纪：独立革命

第六周
第七周

美国浪漫主义的开端：库柏和爱伦坡

爱伦坡的短篇小说 （ Ｐｏｅ， 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期中考试

第八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１）

第九周

爱默生（２）

第十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梭罗（１）

第十一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梭罗（２）

第十二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霍桑（１）

第十三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霍桑（２）

第十四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麦尔维尔

第十五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惠特曼与《 草叶集》

２７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十六周

美国的文艺复兴： 狄金生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书面考试 ４０％，期末书面考试 ５０％，平时 １０％。

办法
教材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ｏｒｔｏｎ Ｅｄｉｔｏｒｓ。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 二）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２）

开课单位

外国语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 一）

课程中文简介

介绍美国内战后至今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选读主要作家作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ｗｏｒ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美国内战后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熟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
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家作品和阅读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２． 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 Ｗ． Ｄ． Ｈｏｗｅｌｌｓ
３． 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

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ｒａｎｅ，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Ｄｒｅｉｓｅｒ， Ｊａ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

５． Ｅｄｗｉｎ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Ｗｉｌｌａ Ｃａｔｈ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ｏｓｔ
６． 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ｒｌ Ｓａｎｄｂｕｒｇ，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Ｓｔｅｖｅｎｓ
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ｒｌｏ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ｚｒａ Ｐｏｕｎｄ， Ｈ． Ｄ．
８．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Ｍｏｏｒｅ，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Ａｎｎｅ Ｐｏｒｔｅｒ
９． Ｍｉｄ －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１０． Ｚｏｒａ Ｎｅａｌｅ Ｈｕｒｓｔｏｎ， ｅ． ｅ．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Ｆ． Ｓｃｏｔ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１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１２． Ｅｒｎｅｓｔ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

１３． Ｌａｎｇｓｔｏｎ Ｈｕｇｈｅｓ， Ｅｕｄｏｒａ Ｗｅｌｔｙ

１４． Ｒａｌｐｈ Ｅｌｌｉｓｏｎ， Ｊｏｙｃｅ Ｃａｒｏｌ Ｏａｔｅｓ

１５． Ｌｏｕｉｓｅ Ｅｒｄｒｉｃｈ，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ｉｓｈｏｐ
１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ｗｅｌｌ， Ｃａｔｈｙ Ｓｏｎｇ

外国语学院

２７３

１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８．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教学方式

课堂教授为主，鼓励学生做口头报告和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期中考试 ４０％，期末考试 ４５％，出勤及课堂表现 １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ｉｎａ Ｂａｙｍ ｅｔ ａｌ。

Ｆｒｏｍ Ｐｕｒｉｔ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ｕ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Ｈｏｗｅｌｌｓ ｔｏ
Ｌｏｎｄｏｎ，Ｄｏｎａｌｄ Ｐｉｚ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

艺 术 学 院
课程中文名称

影视理论与批评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ｒｏ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Ｖ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影视理论与批评课程力图向学生全面介绍中外影视的批评理论及批评历史，
为中国当下的影视批评实践提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本课程建立在授课教师
的专业研究基础上，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资质。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见课程中文简介。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教学计划与参考文献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作者论与作者批评（ 上）

第三周

作者论与作者批评（ 下）

第四周

文本分析与影片批评（ 上）

第五周

文本分析与影片批评（ 下）

第六周

类型研究与类型批评（ 上）

第七周

类型研究与类型批评（ 下）

第八周

影视技术及其批评空间（ 上）

第九周

影视技术及其批评空间（ 下）

第十周

影视美学批评（ 上）

第十一周

影视美学批评（ 下）

第十二周

影视文化批评（ 上）

第十三周

影视文化批评（ 下）

第十四周

影视产业与工业批评（ 上）

第十五周

影视产业与工业批评（ 下）

第十六周

影视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批评实践相结合，采用多媒体。

学生成绩评定

开卷考试。

办法
教材

《 影视批评学》 ，作者：李道新。

艺术学院
参考资料

２７５

《 影视鉴赏》 ，作者：陈旭光；
《 中国电影批评史（１８９７ － ２００４） 》 ，作者：李道新。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产业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文化产业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发展文化产
业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需要培养既熟悉文化产业基本内涵，又要熟练掌握文
化产业各门类的运作规律，既懂文化又会管理的综合性人才。 通过概论性的
讲授和实际案例的剖析，让学生理解文化产业的基本理论，了解文化产业的基
本内容，帮助学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识文化产业，掌握从事文化产业
所必须具备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ｏｆ ｓｕｎ －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ｎｅｗ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 ｀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 －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ｎ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ａｌ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ｉ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ｔｅａ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ｇｅｔ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希冀同学们掌握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特征、内涵与外延，理解文化产
业的价值构成与产业规律，理解文化产业在文化资源、文化技术、文化资本和
文化资产等产业要素的发展脉络与学术肌理，掌握文化产业的故事驱动、创意
战略、文化金融与商业创新的管理特征，熟悉文化产业的园区集聚、文化贸易
和政策治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 理论范畴

１． 文化、创意与产业：文化产业关键词 ，２． 文化产业的特征、内涵与外延
３． 文化产业发展的缘起、历程与模式
二、 要素创新

４． 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驱动要素，５． 文化调查：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 小组

２７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分工，助教负责】

６． 文化技术：文化产业的价值转换【 小组分工，助教负责】
７． 文化资本：文化产业的内在机制【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８． 文化资产：文化产业的价值评估【 分组调研。 助教负责】
三、 组织管理

９． 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的故事驱动【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１０． 创意领导力：文化产业的创意管理【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１１． 文化经营：文化产业的商业创新【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１２． 文化金融：文化产业的资本运营【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四、 社会治理

１３． 文化聚落：文化产业的集群效应【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１４． 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的全球竞争

１５． 文化治理：文化产业的政策规制【 分组调研，助教负责】
１６． 课堂专题报告【 分组报告，助教负责】
１７． 学生考【 助教负责】
教学方式

本课程共 １６ 周，每周 ２ 个学时。 其中，包括 １４ 次教师讲授、１ 次学生课堂报告

（ 学生分成六组针对文化产业发展专题，展开问卷调研、撰写调查报告、进行课
堂陈述） ，１ 次随堂开卷考试。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堂出勤讨论 １０ 分；分组课堂报告 ４０ 分；期末考试 ５０ 分。
《 文化产业导论》 ，作者：向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Ｄａｖｉｄ Ｈｅｓｍｏｎｄｈａｌｇｈ；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ｏｈｎ Ｈａｒｔｌｅｙ。

课程中文名称

跨文化艺术传播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暂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为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
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艺术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实践体验和实验性探索，使学生能够自主地理解和掌握
艺术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本课程要求学生完成课堂学习之外，阅读指定的参考文献并完成读书报
告，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陈述，完成实践体验和实验性探索活动并提交报告。

艺术学院

２７７

通过该课程教学，使学生能够自主地理解和掌握艺术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基本
规律、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 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ｅｄ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ｒｔ ｍｅｄ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ｒｔ ｍｅｄ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培养学生理解和把握艺术跨文化传播活动规律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艺术与传播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跨文化传播

第三周

艺术符号与文化差异

第四周

实验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符号解读

第五周

语言传播与文化语境

第六周

实验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言符号解读与互译

第七周

非语言传播与文化语境（ 一）

第八周

非语言传播与文化语境（ 二）

第九周

实验三：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非语言符号解读

第十周

文化语境与艺术时空

第十一周

艺术作品与跨文化感知

第十二周

实验四：艺术作品的跨文化感知

第十三周

跨文化艺术媒介

第十四周

实验五：艺术媒介的设置与效果

第十五周

跨文化艺术场域

第十六周

跨文化艺术消费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课堂讨论与实验。

学生成绩评定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２０％，课堂讨论与实验报告 ５０％，期末论文 ３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跨文化艺术传播》 ，作者：林一。

《 跨文化交流案例分析》 ，作者：林一，刘珺；
《 艺术传播教程》 ，作者：陈鸣；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作者：ＤｅＶｉｔｏ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２７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Ｋａｔｈｏｒｉｎ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作 者：
Ｍｉｌｌ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作者： Ｋｒａｍｓｃｈ Ｃｌａｉｒｅ；
《 穿越前沿》 ，作者：曹路生，虞又铭；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作者：Ｓｎｏｗ Ｄｏｎ；

《 中西文化之鉴：跨文化交际教程》 ，作者：Ｌｉｎｅｌｌ Ｄａｖｉｓ；

《 跨越文化的障碍———交流的挑战》 ，作者：布拉德福德·霍尔；

《 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作者：马勒茨克；
《 舞台哲理》 ，作者：余秋雨；

《 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 ，作者：邓炎昌，刘瑞清；
《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作者：张从益；
《 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作者：拉里 －Ａ －萨莫瓦等；

《 全球环境中的跨文化沟通》 ，作者：Ｌｉｎｄａ Ｂｅａｍｅｒ 等；
《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戏剧艺术》 ，作者：陈伟；
《 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 ，作者：潘志高；

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作者：Ｃａｒｄｕｃｃｉ Ｌｉｓａ；
《 国际传播学导论》 ，作者：郭可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Ｓａｍｏｖａｒ Ｌａｒｒｙ Ａ．。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美术通史（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 中国美术通史》 从中国美术的源起到明清，依据历史发展顺序，利用大量精
美图片资料，进行较为完整、全面的讲授，包括各个艺术门类、艺术流派、代表
人物、经典作品等重要知识点。 并注意吸收近三十年中国美术史界的研究成
果，如新观点、新材料等，使学生对学术研究前沿的成果和动态有基本的了解。
力求使学生通过学习，系统把握中国美术史发展脉络。 本课程还注重对学生
审美能力的拓展，提高艺术修养，增进人文素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ｅ ａｒｔ ｏｆ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ｅ ａｒｔ ｂ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ｅ ａｒ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ｓ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ｎｅｗ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ｗ

艺术学院

２７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教学，力求使学生系统把握中国美术史发展脉络，并对中国美术史
学术研究前沿的成果和动态有基本的了解，具备较为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拓
展的学生审美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增进人文素养。
原始社会美术（ 距今约 １８０ 万年———公元前 ２１ 世纪） （５ 学时）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一、中国美术的起源；二、彩陶艺术；三、绘画；四、雕塑 陶塑。
第二讲

先秦美术（ 公元前 ２１ 世纪———公元前 ２２１ 年） （５ 学时）

一、概况；二、青铜工艺；三、绘画；四、雕塑。
第三讲

秦汉美术（ 公元前 ２２１ 年———公元 ２２０ 年） （５ 学时）

一、概况；二、绘画；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
四、雕塑。
第四讲

魏晋南北朝美术（ 公元 ２２０—５８９ 年） （５ 学时）

一、概况；二、魏晋绘画；三、南北朝绘画

四、谢赫《 古画品录》 ；五、石窟壁画；六、雕塑；七、工艺美术。
第五讲 隋唐美术（ 公元 ５８９ － ９０７ 年） （６ 学时）

一、概况；二、唐代人物画家；三、绮罗人物画；四、鞍马画；五、隋唐山水画的发
展；六、中晚唐花鸟画的发展；七、隋唐雕塑； 八、工艺美术。
课堂讨论（４ 学时）
博物馆观摩（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文献资料阅读、图像研读，每学期二次讨论课（４ 学时） ，
每学期一次博物馆观摩。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论文成绩占 ５０％；期末开卷考试成绩占 ５０％ 。
《 中国美术简史》 ，作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 中国
美术史》 ，作者：尹吉男。

参考资料

《 中国绘画三千年》 ，作者：杨新、班宗华等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美术通史（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Ｉ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２８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 中国美术通史》 从中国美术的源起到明清，依据历史发展顺序，利用大量精
美图片资料，进行较为完整、全面的讲授，包括各个艺术门类、艺术流派、代表
人物、经典作品等重要知识点。 并注意吸收近三十年中国美术史界的研究成
果，如新观点、新材料等，使学生对学术研究前沿的成果和动态有基本的了解。
力求使学生通过学习，系统把握中国美术史发展脉络。 本课程还注重对学生
审美能力的拓展，提高艺术修养，增进人文素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ｅ ａｒｔ ｏｆ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ｅ ａｒｔ ｂ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ｅ ａｒ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ｓ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ｎｅｗ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教学，力求使学生系统把握中国美术史发展脉络，并对中国美术史
学术研究前沿的成果和动态有基本的了解，具备较为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拓
展的学生审美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增进人文素养。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六讲

五代十国美术（ 公元 ９０７ － ９６０ 年） （４ 学时）

一、概况；二、宗教画；三、人物画；四、花鸟画中的“ 徐黄体异” ；五、荆、关、董、
巨的山水画；六、雕塑
第七讲

宋代美术（ 公元 ９６０ － １２７９ 年） （５ 学时）

一、概况；二、人物画；三、北宋的山水画；四、南宋山水画与南宋四家；五、宋代
花鸟画；六、宋代的文人学士画；七、雕塑； 八、工艺美术。
第八讲 元代美术（ 公元 １２７９ － １３６８ 年） ［６ 学时］

一、概况；二、元初的绘画；三、元四家；四、元中后期山水画；五、元代人物画与
界画；六、元代水墨花鸟画；七、工艺美术。
第九讲 明代美术（ 公元 １３６８ － １６４４ 年） （５ 学时）

一、概况；二、明初山水画；三、明初宫廷花鸟画；四、浙派；五、明四家；六、水墨
写意花鸟画；七、明后期绘画；八、版画；九、雕塑；十、工艺美术。
第十讲 清代美术（ 公元 １６４４ － １９１１ 年） ［６ 学时］

一、概况 ；二、清初四王、吴、恽；三、清初四僧与其他名家；四、清宫廷绘画；五、
扬州八怪； 六、晚清绘画；七、年画；八、雕塑；九、工艺美术。
课堂讨论（４ 学时）
博物馆观摩（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文献资料阅读、图像研读，每学期二次讨论课（４ 学时） ，
每学期一次博物馆观摩。

艺术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２８１

平时论文成绩占 ５０％，期末开卷考试成绩占 ５０％ 。
《中国美术史》 ，作者：尹吉男；《 中国美术简史》 ，作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

参考资料

《 中国绘画三千年》 ，作者：杨新、班宗华等。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美术通史（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Ｉ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西方美术通史（ 上） 》 艺术史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 此为上本部分，通过
一个学期的课程，讲述从旧石器时代到文艺复兴的西方艺术。 另外安排一次
导论和一次结课演讲。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１５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ｔ ｔｏ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ｐｅａｋ．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了解西方美术的历史框架，初步掌握西方美术通史的基本常识，接触西
方美术史的学术史梗概和基本研究方法，学会查找和阅读原文文献，进而对于
西方美术与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美术的差异，学会分析作品和初步研究的能力。

学生成绩评定

西方美术通史这门课拟以通史的顺序讲解课题，展开西方美术通史理论和知

办法

识的陈述。

一共设置 １４ 讲，讲入正题前用一次课程讲解导论：１、西方美术通史结构、意义
与方法；２、艺术史的一般观念和方法。 在结束前用一次课程讲解余论：西方美
术与中国美术的异同。 从旧石器时代至文艺复兴为止：史前部分包括旧石器
时代晚期距今 ３５０００ 年到巨石文化、新时期时代的西方地区发生的艺术 １。

古代埃及部分包括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到公元前 ５００ 年间的埃及尼罗河流域古王
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治下的艺术 １。

古代西亚部分包括公元前 ３５００ 苏美尔文明兴起到公元前 ５３９ 年巴比伦城被
波斯人征服为止在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的艺术 １。

古代希腊部分包括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两千纪希腊文明发展之前巴尔干半
岛和爱琴海地区的爱琴文明。 公元前 １１００ 年左右开始，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发
展起来的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扩散的希腊化文明 ３。

古代罗马部分包括公元前 ８ 世纪至公元前 ６ 世纪在意大利半岛半岛托斯卡纳
地区埃特鲁里亚艺术和公元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意大利本土和罗马帝

２８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国“ 外省” 地区的罗马艺术 １。

中世纪部分包括 ５ 世纪到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基督教艺术 ２。
文艺复兴部分只包括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 ３。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以讲座为主。 每讲布置部分文献阅读材料，并用考试的方式检查阅读
效果和成绩。 每次讲课之后，流出 １ ／ ３ 时段用于提问答疑。 并将具有普遍性
的问题诉诸讨论。

教学方式

给学生准备了一部艺术通史教材，要求选课学生在一学期修课期间自己阅读
完成本课所涉及的西方美术通史知识的相关文献并用考试检查自我阅读部分
（４０％） ；又给学生准备一部中文教学大纲，与讲授部份配合，并作为期末考试
的主要根据（６０％） 。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艺术史》 ，作者：朱青生。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美术通史（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ＩＩ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顺序讲授从文艺复兴到 ２０ 世纪的西方美术史。 通过对绘画、雕塑、建
筑等多种美术形式的学习和讨论，使学生了解近 ７００ 年来西方美术中的主要
时期、流派和画家，进而熟悉西方美术的语汇和语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７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ｔｏ ｓｉｔｕａｔｅ ａｒ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ｔ．

教学基本目的

熟悉和识记西方美术的语汇（ ｔｅｒｍ） 和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 ；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美

术史发展的内在脉络走向和文化历史逻辑；培养艺术鉴赏力，以及艺术批评、
艺术史研究选题、分析、思考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按时间顺序、以艺术样式、流派或地域特色为线索，讲授从文艺复兴到当
代的西方美术史（１３ － ２１ 世纪） 。 继“ 西方美术通史（ 上） ” 自史前至哥特艺术
的古代（ 距今 ３ 万年前 －公元 ５ 世纪） 和中世纪（５ － １５ 世纪） 之后，本次课程通

艺术学院

２８３

过对近五百余年西方美术史的学习和讨论，分 １０ 个专题讲授文艺复兴（ １３ －
１６ 世纪） 、启蒙运动（１７ － １８ 世纪） 、现代主义与当代（１９ － ２０ 世纪） 四个现代时
期的重要艺术家、艺术风格、流派、主要技法、主题及艺术史研究议题。
课程安排：

导论：课程介绍；专题 １． 文艺复兴的先声（１３ － １４ｃ） ：锡耶纳画派与中国；专题

２． 文艺复兴初期（１５ｃ） ：佛罗伦萨画派与赞助人；专题 ３． 文艺复兴盛期（１４９０ｓ
－ １５２０ｓ） ： 文 艺 复 兴 三 杰、 瓦 萨 里 与 艺 术 史 的 奠 基； 专 题 ４． 文 艺 复 兴 晚 期
（１５２０ｓ － １５９０ｓ） ：威尼斯画派与样式主义；专题 ５ － １． 北欧文艺复兴 １ 弗莱芒文
艺复兴 （１５ － １６ｃ） ：勃艮第公国与弗莱芒文艺复兴；专题 ５ － ２． 北欧文艺复兴 ２
其他国家（ 法、德、英） ：古腾堡印刷术与丢勒；专题 ６ － １． 巴洛克与洛可可 １ 意
大利和西班牙：《 宫娥》 及其影响；专题 ６ － ２． 巴洛克与洛可可 ２ 弗兰德斯和荷
兰：维米尔与全球化；专题 ６ － ３． 巴洛克与洛可可 ３ 法国和英国：１８ 世纪欧洲
的“ 中国风” （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 ；专题 ７． 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法国学院派及其影
响；专题 ８． 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印象派与现代生活；专题 ９． 二十世纪现代
主义艺术：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运动；专题 １０． 战后艺术：艺术 ／ 艺术史的终
结？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文献阅读、讨论、报告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论文 ５０％；考试 ５０％。

办法
教材

《 詹森艺术史》 ，作者：詹森；《 加德纳世界艺术史》 ，作者：克莱纳。

参考资料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艺术学原著导读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目的在指导高年级本科生如何来阅读西方艺术学的一些原著，培养学生
良好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同时，希望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能够结合自身兴
趣，运用已成型的西方艺术学理论和方法推进自己的研究。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ｊｕｎ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ｉｏｒｓ ｔｏ ｒｅａｄ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２８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的阅读内容约略分为三个板块进行：其一是提纲挈领地回顾从柏拉图到

应学时分配

现当代人们对于“ 艺术” 为何物及其内涵外延的讨论、思考和界定。 引导学生
对于艺术学中的这一基本概念进行反思，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不同意义以及不
同时期的人对它的不同理解；其二是阅读 １８ 世纪德国的重要美学著作，例如
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 、《 纯粹理性批判》 和《 实践理性批判》 ，黑格尔的《 美学》

等。 通过这些著作的阅读，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美学素养，了解美学或者说艺术
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体系；其三是阅读艺术史方法论的相关著述，例
如瓦萨里的《 艺苑名人录》 、温克尔曼的《 古代艺术史》 、里格尔的《 罗马晚期的
工艺美术》 、沃尔夫林的《 艺术史的基本原则》 、潘诺夫斯基的《 图像学研究》 和
《 视觉艺术的含义》 等。 以艺术史学科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为例，了解艺术学
在数个世纪以来的思潮演变中所经历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 １９、２０ 世纪以来
艺术所经历的发展方向的犹疑。 最后，希望学生以课上讲授、讨论，课下阅读
的内容为指导，结合自己的兴趣，完成学期论文。 该论文应以课上所讲到的某
种思潮或者某位学者的代表著作和观点为入手点，可以是总结相关论点，发表
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是结合相关艺术作品实物、深入浅出的阐述该思潮或观点
的正确与否。 通过这样的阅读和写作，将文本知识熟悉之余，更能灵活运用到
具体艺术学研究中。

第 １ 周：介绍
第 ２ － ５ 周：从柏拉图到现代对于艺术的探寻

第 ６ － ９ 周：美学理论———康德、黑格尔等
第 １０ － １４ 周：艺术史方法论———温克尔曼、里格尔、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等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第 １５ － １６ 周：学生期末论文的口头报告
授课 ５０％；讨论 １０％；学生报告 ４０％

出勤：１０％；口头报告 ３０％；期末论文 ６０％

教材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作者：Ｄｏｎａｌｄ Ｐｒｅｚｉｏｓ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依据时间发展顺序，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学典籍，在文本解
读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理论阐述，并介绍学界对原著文本解读辨析的研究成

艺术学院

２８５

果。 目的是使学习者把握中国艺术学的基本问及发展沿革，建立中国艺术学
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ｌｅｔ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ｇｒａｓｐ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教学基本目的

目的是使学习者把握中国艺术学的基本问及发展沿革，建立中国艺术学研究
的初步理论框架。
２ 学时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绪论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

顾恺之论画

第三讲

宗炳画山水序

第四讲

谢赫古画品录

第五讲

刘勰文心雕龙

第六讲

孙过庭书谱

第七讲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第八讲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第九讲

荆浩笔法记

第十讲

郭熙林泉高致

２ 学时

４ 学时
２ 学时
２ 学时

２ 学时
２ 学时

２ 学时
４ 学时

２ 学时

４ 学时

第十一讲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第十二讲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

第十三讲

王国维人间词话

２ 学时

４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文献阅读、课堂讨论结合，比例为 ６０％、２０％、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论文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 作者：姚柯夫；《 中国美学史大纲》 ，作者：叶朗；《 古画
品录》 ，作者：王伯敏点校；《 六朝画论研究》 ，作者：陈传席；《 文心雕龙注》 ，作
者：范文澜；《 书谱译注》 ，作者：马国权；《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 ，作者：陈尚
君、汪涌豪；《 笔法记》 ，作者：王伯敏点校；《 林泉高致》 ，作者：俞剑华编；《 画禅
室随笔》 ，《 中国书画全书》 第三册；《 石涛画学本义》 ，作者：杨成寅；《 中国艺术
精神》 ，作者：徐复观；《 意境》 ，作者：宗白华。

课程中文名称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８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中西方当代艺术的历史、流派、主题、语境和主要理论，及其与文化资源的关
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ｍｅ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从学理上厘清当代艺术脉络及主要议题；引导学生思考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的关系，以及将当代艺术转化为文化资源的可能性；提升反思当下艺术事件及
其历史文化语境的认知兴趣和人文素养；激活创造力、感知力、批判性思维。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论：什么是当代艺术（ 几种分类） ；欧美Ⅰ：从“ 现代” 开始（ 几个关键词） ；欧
美Ⅱ ／ Ⅲ：晚期现代主义 （１９４５ － １９６０ｓ） ：从抽象表现主义到极少主义 ／ 从波普

到行为；欧美Ⅳ ／ Ⅴ：从后现代艺术（ １９７０ｓ － １９８０ｓ） 到当代艺术（ １９９０ｓ 至今） ；
中国Ⅰ： 作为当代起点的现代 （ １９１０ｓ － １９７０ｓ） ；中国Ⅱ ／ Ⅲ： 八五新潮；中国
Ⅳ ／ Ⅴ： 从新生代到卡通一代 ／ 观念艺术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全球
当代Ⅰ：欧美周边；全球当代Ⅱ：亚洲；全球当代Ⅲ：世界；全球当代Ⅳ：未来。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文献阅读、讨论、报告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论文

办法
教材

Ｔｏｔ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 ｔｈｅ Ａｖａｎｔ －ｇａｒｄｅ ｉｎ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作者：Ｇａｏ Ｍｉｎｇｌｕ；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ｔ，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作者：Ｔｅｒｒｙ Ｓｍｉｔｈ．

参考资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作 者： Ｓｍ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作 者： Ｇａｏ；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 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ｒｔ， 作者：Ａｒｔｈｕｒ Ｄａｎｔｏ；《 前

现代、现代、后现代？ ———２０ 世纪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语境中的理论定位》 ，
作者：彭锋；《 詹森艺术史》 ；《 现代艺术 １５０ 年》 ；《１９６０ 年以来的艺术》 ；《 新中
国美术史 １９４９ － ２０００》 ，作者：邹跃进；《２０ 世纪中国艺术史》 ，作者：吕澎。
课程中文名称

艺术史论专业论文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艺术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２８７

专为艺术史论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设，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内容分四个部
分：一是对图像的阐释，二是对展览的评论，三是专业书评的写作训练，四是专
业论文的写作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１． ｖｅｒｂ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 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讲授专业学术论文的写作与训练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掌握
专业图像阐释，展览批评，专业书评以及专业论文的基本写作技能。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艺术史论专业论文写作（ 课程大纲）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第一部分

图像的言诠 （８ 学时）

１． 图释（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

何为图释；图释的类型；图释的局限性

２． 图像志（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何为图像志；图像志写作的案例与分析；图像志的限定性

３． 图像学（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

何为图像学；图像学写作的案例与分析；图像学的限定性

４． 图像阐释的写作训练
第二部分

展览的评述（６ 学时）

１． 艺术博物馆问题的研究介绍与思考
艺术博物馆的种类

２． 展览种类与特展现象的分析
３． 展览观摩与评论写作训练
第三部分

专业书评（６ 学时）

１． 何为艺术史论专业书评

如何选定优秀的专业书籍；如何杜绝蹩脚的专业书籍

２． 阅读和撰写专业书评的意义
参考的范文分析

３． 专业书评的写作训练
第四部分

专业论文的写作（１２ 学时）

１． 何为专业论文及其学术规范
２． 专业论文撰写的意义

３． 如何写论文提要（ 包括英文摘要）

４． 如何申请参与国内和国际会议（ 中英文的个人简历、论文提要和论文）
５． 撰写论文的训练

２８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方式

讲授与实践并重，因为写作并非纯理论的事情，需要及时引导和落实为具体类
型的写作。 同时，在必要的时候组织少量的展览观摩，以便在写作中心中有
物，笔下有血有肉。

学生成绩评定

每一部分除了训练之外，要求最后均提交一篇或两篇作业，作为学期成绩评定

办法

的基本依据。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ｒｔ：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ｋｐｈｒａｓｉｓ，作者：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ｈｅｅｋｅ；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作者：Ｒｏｅｌｏｆ ｖ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作者：Ｅｒｗｉｎ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 ；《 博物馆怀疑论》 ，作者：大卫·
卡里 尔； Ａ Ｓｈｏｒｔ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ｒｔ， 作 者： 大 卫 · 卡 里 尔 （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 ，丁宁 （ 译者） ；《 精简写作》 ，罗伊·彼得·克拉克 （ Ｒｏｙ Ｐｅｔｅｒ Ｃｌａｒｋ） ，
黄筠 （ 译者） ；《 写作这门手艺：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 ，作者：约翰·麦克菲
（ Ｊｏｈｎ Ｍｃｐｈｅｅ） ，李雪顺 （ 译者） ；《 历史写作简明指南》 ，作者：理查德·马里厄
斯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ＩＵＳ） ，梅尔文·Ｅ．佩吉 （ ＭＥＬＶＩＮ Ｅ． ＰＡＧＥ） ，党程程 （ 译
者） 。
课程中文名称

艺术博物馆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先修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等美术史通史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人类以两种方式保存自己的记忆：文字与图像。 艺术博物馆保存着人类的图
像记忆，在艺术博物馆里，依照年代或风格展示的图像作品反映了人类视觉经
验与视觉变化的历史，而这部视觉历史也可验证人类其他的历史活动。 事实
上，在人类的整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早期人类的历史，图像一直是我们理解世
界、表达思想与感情、记录过去事件的主要智性手段。 以文字撰写的历史只记
录了人类历史的一半，而图像记录了文字无法记录的另一半。 假如我们烧毁
艺术博物馆中的全部藏品，大半人类记忆势必湮没无存。 因此，艺术博物馆是
图像证史的史料宝藏。 现代博物馆正是脱胎于艺术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是博
物馆的主要形式。 本课程将讲授艺术博物馆的特性、组织、制度与功能；介绍
艺术博物馆的历史与主要文献；论述艺术博物馆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关系；论
述博物馆的意义、国际博物馆学的状况；讲授艺术博物馆策展的基本理念与方
法。

艺术学院

２８９

本课程的主要宗旨为：１） 传授艺术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对其历史与性质
作初步的说明；２） 阐述艺术博物馆研究的主要学术问题；３） 使学生初步了解
和掌握艺术博物馆陈列展览策划的理念和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ｒ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传授艺术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对其历史与性质作初步的说明；阐述艺术博物
馆研究的主要学术问题；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艺术博物馆陈列展览策划的
理念和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主要分为四部分：

１．艺术博物馆简史（１０ 学时）

１） 艺术博物馆与新旧博物馆学；２） 欧美艺术博物馆简史；３） 中国艺术博物馆
简史。

２．艺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理念和内容策划（８ 学时）

１） 艺术博物馆陈列展策划的理念；２） 艺术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策划；３） 艺术
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评价标准。

３．艺术展览图录选读（８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４．艺术展览案例分析（８ 学时）

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结合，比例为 ７０％、３０％。
论文

办法
教材

《 美术博物馆学导论》 ，作者：曹意强。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视觉文化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２９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视觉文化研究是人文学科领域近年来新兴的学术热点。 所谓视觉文化研究是
对视觉性的活动及其对象的研究，考察特定社会中 人的观看行为、看的活动、
视觉体验和视觉形象等。 由于视觉对象的丰富性和视觉行为的复杂性，视觉
文化研究必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涉及文化研究、批评理论、艺术史、电影
学、图象学、心理分析、人类学、文学、传播学、科技史等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
视觉文化从对象范围来讲，涉及美术、摄影、图像、电影、广告、电视等众多视觉
形象领域，同时更包含更为广泛的整体的观看系统，如观赏行为、逛街、游荡、
风景、眼睛的不同的体验等内容。
本课程介绍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法，包括视觉文化研究的
学科脉络、主要理论方法、图像分析、视觉批评、视觉文化史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ｅｅ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ｉｌ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ｔｃ．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ｃｏｐ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ｍａｎｙ ｉｍａｇｅ ｏｒ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ｍａｇｅ， ｆｉｌｍ，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ｔｃ．， 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ｅｅ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 ｇａｚｅ， ｓｅｅ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ｙｅｓ，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介绍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法，包括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
脉络、主要理论方法、图像分析、视觉批评、视觉文化史等内容。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图像：表情包大战

何为视觉文化

一、视觉文化作为当代现实，日益可见的世界。
二、景观社会、拟像与超级真实。
三、课程内容与目标。
四、视觉文化批评案例。
第二讲

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基本内容

图像：《 三峡好人》 海报
广告与意识形态批评
一、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

艺术学院

２９１

１．视觉文化研究与艺术史；２．视觉文化与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二、视觉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
图像分析；视觉性与视觉经验
三、几个视觉概念和理论

Ｖｉｓ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 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ｃｕｌａｒ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ｙ， Ｄｏｗｎｃａｓｔ Ｅｙｅｓ
第三、四、五讲

图像形式分析

图像：如何阅读一枚邮票
一、美的形式的生成

１．贡布里希：艺术观念的发展：从实体到形象，从功用到美，从知识到视觉；２．
莱辛：造型艺术以美为最高原则
二、图像的剩余和超越性

１． 肖像画：发掘人物的本质；２． 宗教画 ／ 历史画：面对真实的情感；３． 静物画：
事物的表面；４． 风景画：自然成为对象；５． 现代主义绘画：现代性为何？
三、解读图像形式

材质与媒介；线条；形状；明暗 ／ 光线的表现；色彩；构图；整体；中国画之笔墨
四、图像群组分析

五、图像的接受分析
六、图像分析：考瑞特斯基的社会主义宣传画
第六、七讲

图像理论

一、形式主义艺术史学。
二、符号学艺术理论。

三、潘诺夫斯基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
四、米歇尔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第八讲

意识形态图像分析

图像：人民币上的风景
一、意识形态理论发展

１． 马克思：虚假意识；２．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３．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与询唤机制。

二、意识形态图像分析

１． 大跃进摄影；２． 自助游意识形态；３． 《 泰囧》 中国：一部电影的文化政治分
析；４． 广告意识形态。
第九、十讲

身份政治与视觉性

图像：《 体育画报》 比基尼照片
巫鸿：早期中国摄影中的刻板形象
他者 ／ 自我：身份、主体与认同

１、阶级：霍加特“ 识字的用途” ；２、国族：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３、种族：少数
族裔，法侬“ 黑皮肤，白面具” ；４、性别；５、年龄：童年的发明。
第十一讲

凝视、视觉与精神分析

２９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图像：“ 你的凝视伤害了我的脸” ，芭笆拉克鲁格的照片拼贴
葛霈《 别看我》 《 你背后也有一双眼睛》
一、凝视理论：

１，福柯：全景敞视监狱；２，拉康：凝视与欲望；３，穆尔维：电影与凝视。
二、电影与精神分析

１． 电影 ／ 梦；２． 银幕 ／ 镜子；３． 影片精神分析。
第十二讲

视觉现代性

一、什么是现代性。

二、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ｙ， 现代性的视觉政体。

三、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ｒａｒｙ，视觉技术与现代主体性。
四、视觉现代性与中国经验。
看的自觉：看客
《 点石斋画报》

第十三讲 机械复制时代的图像
一、本雅明：印刷资本主义与灵韵。

二、格罗伊斯：艺术记录 ａｒ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三、点石斋画报。
新闻画报的产生
再媒介实践
四、照相石印技术：绘画与图像的机械复制
第十四讲

摄影与现代性

图像：北岛与于坚的摄影
一、摄影真实观念的辩证思考。
二、摄影与都市现代性。
三、摄影与艺术的机械复制。
Ｔｈｅ Ｐｅｎｃｉ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 真相画报》

四、摄影与意识形态
摄影与殖民主义：
何伟亚：义和团时期的西方画报摄影
陈传兴《 银盐热》 ：台湾的殖民摄影
鲁迅“ 幻灯片事件”
第十五讲

电影与现代生活的发明

图像：早期默片放映

一、早期电影新理论： Ｔｏｍ Ｇｕｎｎｉｎｇ， Ｍｉｒｉａｍ Ｈａｎｓｅｎ。
二、电影的本性。

三、电影与都市现代性。
四、电影前史：幻灯放映与种种视觉技术娱乐。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学生报告讨论。

艺术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２９３

平时成绩：出席、课堂问答参与情况，占 ５％；

课堂报告：选取阅读材料进行读书报告，战 ３５％；期末成绩：视觉文化分析论文
（４０００ 字以上） ，占 ６０％。

《 观看的方法：如何解读视觉材料》 ，作者：吉莉恩·罗斯；《 现代性的视觉政
体：视觉现代性读本》 ，作者：唐宏峰编译。

参考资料

《 什么是视觉文化》 ，见米尔佐夫《 视觉文化导论》 ，倪伟译，作者：米尔佐夫
（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ｉｒｚｏｅｆｆ ） ；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作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Ｄｉｋｏｖｉｔｓｋａｙａ；《 可见性与现代性———视觉文化研究批判》 ，
作者：唐宏峰；《 拉奥孔》 ，作者：莱辛，朱光潜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 ｉ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作者：Ｇｉｌｌｉａｎ Ｒｏｓｅ；《 图象学研究：文艺复
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 ，作者：潘诺夫斯基，戚印平、范景中译； 《 观看符号 ／

解读绘画：运用符号学理解视觉艺术》 ，作者：米克·巴尔，常宁生译； 《 图像理
论》 ，作者：米歇尔；《 意识形态诸理论》 ，作者：杰姆逊（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 意识
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一项研究的笔记） 》 ，作者：阿尔都塞；《 东方学的范

围》 ，作者：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 他者的问题：刻板印象与殖民话语》 ，作者：
霍米巴巴（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 凝视》 ，作者：玛格丽特·欧琳；《 视觉快感与叙事
电影》 ， 作 者： 劳 拉 穆 尔 维 （ Ｌａｕｒａ Ｍｕｌｖｅｙ）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ｌ Ｆｏｓｔｅｒ

ｅｄ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作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ｒａｒｙ；《 全景世界观：探求 ＜点石斋画
报＞的视觉性》 ，作者：包卫红；《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作者：本雅明；“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ｔ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ｒ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Ａｒｔ Ｐｏｗｅｒ，作者：
Ｂｏｒｉｓ Ｇｒｏｙｓ；《 摄影小史》 ，作者：本雅明；《 明室》 ，作者：罗兰·巴特，赵克非译；
《 物质现实的再现》 ，作者：克拉考尔；《 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
为白话现 代 主 义 的 上 海 无 声 电 影 》 ， 作 者： 米 莲 姆 · 布 拉 图 · 汉 森； “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ｓｔｏ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Ｅａｒｌｙ Ｃｉｎｅ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 Ｉｎ） Ｃｒｅｄｕｌｏｕｓ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作者：
Ｔｏｍ Ｇｕｎｎｉｎｇ；《 白话现代主义及其影像体现》 ，作者：张真。
课程中文名称

剧作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ｗｒ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人文学的知识；戏剧史、电影史的知识；经典文本阅读；戏剧影视经典观赏

课程中文简介

这是一门编剧课程。 内容包括戏剧和电影。
本课程的基本目的在于提升学生对于戏剧、影视编剧的理论和技能等方
面的认识。
提升对电影叙事的解读能力和审美素养，并掌握戏剧影视编剧的基本技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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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方法。
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编剧技能；了解经典的戏剧结构；掌握解读剧本的模
型；掌握类型的写作方法；认识电影叙事的手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ｙ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ｌｍ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ｅｎｒｅｓ； ｂ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这是一门教授戏剧影视编剧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本课程的基本目的在于提升学生对于戏剧影视编 剧的理论和技能两方面的
认识。 提升对戏剧电影叙事的解读能力和审美素养，并掌握影视编剧的基本
技能和 方法。 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编剧技能；了解经典的戏剧结构；掌握解
读剧本的模型；掌握类型的写作方法 ；认识电影叙事的手法。

内容提要及相

广泛阅读戏剧影视剧本，这门课程要求学员在阅读戏剧和电影剧本的基础上，

应学时分配

练习和掌握各种类型戏剧、影视剧本的创作形式和方法。
文学素养与基础训练，这门课程不是表演或视听语言类课程，但会涉及戏剧和
电影的本质和原理，所以学生最好在对戏剧及电影的本质和原理都有所理解
和认知的基础上选择该课程。
经典鉴赏与剧本摹写，这门课程需要学生在大量看剧本和观片的基础上，勤于
练习，才能真正深入分析、讨论和研究电影编剧技法并有所感悟。 本课程注重
分阶段的构思写作训练，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
写作训练和课堂讲评，这门课程的作业会结合教师的课堂讲评，最终训练学生
能够独立地完成戏剧和电影剧本的构思、戏剧影视故事大纲的写作，并独立完
成剧本写作的任务。
教学内容：

１． 认识编剧的功能和意义；２． 剧本的特点；３． 题材和主旨；４． 人物与故事； ５．

情节与动作；６． 矛盾与冲突；７． 细读与解析；８． 人物的构建；９． 范式与结构；

１０． 场景与节奏；１１． 剧本的格式；１２． 声音与画面；１３． 形态与意蕴；１４． 电影的
改编；１５． 对白的描写等。

教学方式

本课程的教学方式由理论讲授、作品分析、分组讨论、剧本摹写等几个方面组
成。 授课形式为教师理论讲授，结合同学作业的完成进行课堂讨论和编剧作
业。 在课程讲授部分，主要教授戏剧和电影编剧的原理、方法、范式、模型、故
事、事件、冲突、悬念、人物、 主题、选材、结构等编剧学的基础知识。 在作品分
析阶段，有选择地分析剧本、读片，拉片子，分析和课堂讨论影片的编剧方法。
该课程注重教学互动，在分组讨论阶段，根据教师的要求和作业的摸版，完成

艺术学院

２９５

课后的电影剧本分析，进行课堂交流。 在剧本摹写阶段，进行必要的元素训
练、片段写作并加以批改和指导。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一、平时成绩（１．出勤；２．文本分析与课堂讲述；３．书面作业） ；二、期中成绩（ １．
观摩演出；２．剧本分析） ；三、期末成绩（１．独幕剧写作；２．电影构思）

《 跟莎士比亚学编剧》 ，作者：［ 美］ Ｊ． Ｍ． 埃文森，黄立华译；《 电影剧本写作基
础》 ，作者：悉德菲尔德；《 戏剧与电影的编剧理论与技巧》 ，作者：［ 美］ 约翰·
霍华德·劳逊；《 剧作法》 ，作者：阿契尔；《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
原理》 ，作者：罗伯特麦基。

参考资料

《 认识电影》 ，作者：（ 美） 路易斯 · 贾内梯著，焦雄屏译； 《 电影编剧创作指
南》 ，作者：（ 美） 悉德·菲尔德著，魏枫译；《 序列编剧法》 ，作者：（ 美） 保罗·
约瑟夫·古林诺著；《 电影编剧学》 ，作者：汪流。

课程中文名称

电影音乐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ｌｍ Ｍｕｓｉｃ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先修课程要求

课程中文简介

经由《 大师电影创作中的音乐研究》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公选课） 、《 影视音乐与声
音》 （２０１７，专业课） 的积累与发展而成。 课程围绕电影音乐的概念、属性、历

史、功能、创作、美学、评价七大支点展开，强调知识的前沿性与方法的开创性，
重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思辨能力，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课程涉及作
品广泛，尤为侧重电影音乐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杰作，如果说电影是导演的艺
术，视觉传达犹如叙事之主体，音乐则犹如双翼，不可或缺。 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电影音乐之系统分析法，关于电影音乐的类型问题，系课程以往不同之富
于原创之重要特色。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ｉｌｍ Ｍｕｓｉｃ
ｉｎ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 ”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ｓｅ ） ａｎｄ “ Ｆｉｌｍ ／ ＴＶ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 ２０１７，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 Ｆｉｌｍ Ｍｕｓｉｃ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ｃｏ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 ｏｎ 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ｑｕ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ａ

ｆｉｌｍｇｏｅｒ ａｎｄ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ｅｚｉ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ｉｌｍ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ｍｕｓｉｃ， ｓｈｏｗ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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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１、有效发展学生电影音乐的聆听与欣赏能力；２、拓展学生跨学科兴趣的广度
与深度；３、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综合分析能力的全面发展；４、强调通识教育
的精读与泛读并进的学习模式； ５、提升学生情感认知能力，增强学生关于欣
赏及美感的理解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前言：概念与属性 －音乐如何进入电影？

第一节 分期 １：电影音乐的发展史（ 上） ；第二节 分期 ２：电影音乐的发展史
（中） ；第三节 分期 ３：电影音乐的发展史（ 下） ；第四节 分类 １：造境型；第五节
分类 ２：陈事型；第六节 分类 ３：抒情型；第七节 分类 ４：结构型；第八节 分类

５：混生型；第九节 风格分析 １：代表作曲家 １；第十节 风格分析 ２： 代表作曲家

２；第十一节 风格分析 ３：代表作曲家 ３；第十二节 风格分析 ４：代表作曲家 ４；
第十三节 电影音乐分析 １：代表样本 １；第十四节 电影音乐分析 ２：代表样本

２；第十五节 电影音乐分析 ３：代表样本 ３；第十六节 全课总结 电影美学价值
暨评价。

教学方式

１、任课教师主持讲授；２、现场讲授与慕课组成的翻转课堂模式；３、特邀音乐学
家讲座；４、课程主旨的课前预告和课后总结；５、课程音响库与视频库资料课后
拓展聆听；６、微信课程群问题讨论与答疑分享；７、课后自修作业与课上有针对
性的点评。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论文 ６０％；期中小组或个人报告 ３０％；出勤 １０％。

教材

《 电影音乐》 ，作者：毕明辉；ＦＩＬＭ ＭＵＳＩＣ，作者：Ｋａｔｈｒｙｎ Ｋａｌｉｎａｋ。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表演理论与实践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表演理论与实践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基本目的：
本课程基于表演艺术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向学生系统介绍表演艺术的创作原
则和创作技巧。 培养学生艺术感受力与自身表现力，扩充其人格内涵。

艺术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２９７

１、本课程内容包括表演艺术的渊源与基本特征、三位一体论、表演艺术的基本
元素、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环节、舞台表演与影视表演的比较分析等。

２、重点讲解与剖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同时涉及其他表演流派的艺
术特色，如狄德罗的“ 表现派” 、布莱希特的“ 间离效果” 说、梅耶荷德的“ 有机

造型术” 以及当代波兰的耶日．格洛托夫斯基“ 质朴戏剧” 派形体训练法等。 向
学生展示自我与外界交流的多种可能性。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表演实践并重。 本课程根据表演艺术的灵活性采用知识讲解、理
论探讨、创作实践、双向交流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发掘学生的创作与表演潜力。

小班授课，选课人数以不超过 ２５ 人为宜。
学生成绩评定

暂无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影视制作（ 电影剪辑基础）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ｏｆ Ｎｏｌｉｎｅ Ｆｉｌｍ Ｅｄ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这是一门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课程，以美国学院派剪辑理论为基础，分析好
莱坞商业电影的剪辑理论、规则和技巧；上机实践以当前世界电影工业界使用
最广的电影、电视剧编辑合成软件 Ａｖｉｄ ＭＣ 为学习对象，讲授电影、电视剧的
制作流程、素材管理、编辑、合成、校色，另外有 ２ 节课观摩 Ｑｕａｎｔｅｌ ＩＱ ３Ｄ 电影
制作平台上国内主流电影的后期制作现场。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ｅｖｅ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ｓ ｃｒａｆｔ，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ｓ ｉｔ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ｅｖｅｒｙ ｇｅｎｒｅ ｏｆ ｍｏｖｉ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ｌｍ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ｂｉｇ ｆｉｌｍｍａｋｉ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ｖ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ａｎｔ －ｇａｒｄ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ａｂｒｕｐｔ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ｌｍｍ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能了解好莱坞商业电影电影制作过程、常规剪辑理论，能看得懂绝大部
分电影镜头连接的一般规则和方式；初步掌握视频剪辑的基本专业技术，能完
成 １０ 分钟以内小视频、电视新闻、ＭＶ 的剪辑、合成和简单校色工作。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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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基本剪辑理论（８ 学时） ：画面连接规则：分析电影镜头连贯性的一般规则：
镜头评价、镜头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常规标准；动静连接、动作顺接、视线顺接、
景别落差、角度一致、视点选择，讲解故事表达的逻辑和次序，事件澄清、情感
深化以及观众情绪控制控制的一般手法；介绍一些经典奇观场景的剪辑案例。

２． 电影空间与时间压缩（２ 学时） ：分析日常生活思维与电影思维的区别，电影
空间和时间压缩的基本理念和常规实现手段。 分析分析电影空间跳跃和连
贯、时间的跳跃和连贯的基本理念，最为基本的一些场景设计原则和镜头连接
要求。

３．简单剪辑与复杂剪辑（ ２ 学时） ：分析平行剪辑、交叉剪辑、垂直剪辑的基本
原则、应用场合；分析 ２０ 多种常用蒙太奇剪辑的基本手法的特征、应用场合和
规范，并分析这些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４．类型电影剪辑（２ 学时） ：讲授电视新闻短片、大纪录片、专题片、ＭＶ 等常规
视频剪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

５．对话剪辑规则（２ 学时） ：分析电影对话的一些常规场景、演播室双人访谈、
多人讨论镜头机位调度和镜头连接基本规则

６．运动剪辑规则（２ 学时） ：分析街道、楼梯、汽车、丛林等 １０ 大类运动镜头机
位调度和镜头连接基本手法，分析航拍、轨道、汽车、奔跑等运动形式的结合途
径和整合规则。

７．动作剪辑规则（２ 学时） ：分析好莱坞动作片和华语武侠片的动作设计的一
般规则以及剪辑的基本原则

８．当代美国前卫电影剪辑实验（２ 学时） ：介绍 ９０ 年代以后好莱坞商业电影、
艺术电影剪辑新趋势，并与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欧洲电影进行比较，包括人
物心理、梦境、追逐、人物出场、退场的新现象。

９．电影节奏（２ 学时） ：介绍从最为基础的“ 桥接” 规则到复杂的影片的整体节
奏控制的途径和原则。

教学方式

１０．调光校色（２ 学时） ：教授简单的视频校色的基本规则和实践方法

１．课堂理论讲授（ 由教师主讲） ；２． 机房上机实践（ 由业内一线工作的剪辑师
讲授）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在 ２ 小时电影素材的基础上再创作 ３ 分钟短片，作为课程最终考试成绩。
《 电影剪辑技巧》 ，作者：卡尔 赖茨。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作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ｎｄａａｔｊｅ；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ｋ ｏｆ ａｎ Ｅｙｅ， 作者： Ｗａｌｔｅｒ
Ｍｕｒｃｈ；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ｈｙｔｈｍｓ，作者：Ｋａｒｅｎ Ｐｅａｒｌｍａｎ。

课程中文名称

影视导演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ｌｍ ／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艺术学院

２９９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学习研究范畴以电影中心，兼顾电视及网络平台叙事艺术作品（ 如电
视剧、网络电影） ，课程对叙事型视听艺术的导演工作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整体
性研究。

本课程结合了专门艺术院校与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学理念，参考了美
国、法国等多所电影学院的教学方法，形成了一种理论和实践互通的教学机
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完整的电影导演理论体系和较强的创作实
践能力。
学生应具备影视艺术的基本知识，对影视制作的基本环节具有一定的了
解。
授课方式包括：课堂讲述、课堂讨论、课堂展示、作品与报告。
课程英文简介

Ｆｉｌ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多种不同理论著作的梳理分析和归纳，建立学生对叙
事艺术作品导演理论体系的整体认识，获得剧本分析、导演构思和体现导演构
思的方法。 同时，结合多次课程作业和期末作业，使学生在实践操作中获得影
视导演的基本能力，掌握创造完整试听艺术作品的规律。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由教师有机地将理论梳理分析与课堂讨论、作品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一种
“ 道与技并重”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培养方法。 教师参考了国内北京电影学
院、中央戏剧学院这样的专门艺术院校的艺术教育方法，并对美国南加州大学
影视艺术学院、纽约大学 Ｔｉｓｃｈ 学院、法国菲米斯学院的教学方法进行了考
察，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综合大学的学术教育手段，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互
通的教育机制，以期将学术培养成为中国影视产业的高端复合型人才。

内容提要及相

一、导演及导演工作。

应学时分配

导演的基本能力和工作特性分析。

１．导演的素质；２．导演与生活；３．导演工作。
二、导演工作的基本历史的梳理。

对导演工作发展史及导演风格发展史的梳理。
三、导演与剧本创作。
包括电影策划工作的基本规律、剧作原理、导演的二度创作理论。
四、导演与影像。
视听语言理论、动态影像的原理、导演对影像的认识和创作能力培养。
五、导演与演员指导
表演艺术的基本理论、演员的指导工作。
六、导演与剪辑

１．古典蒙太奇理论；２．好莱坞剪辑理论；３．视听剪辑的元素。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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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导演与声音
导演对电影声音创作的认识。

１．对白、独白和旁白；２．环境声、动效；３．音乐。
七、导演风格。

不同导演风格的专题性分析。

１．好莱坞风格样式；２．欧洲风格样式；３．日本及东亚风格样式；４．艺术片与商业
片风格之异同。

教学方式

一、课堂讲授
教师课堂讲授内容基于学生已经完成了课前基本阅读，因此较少进行对多个
已成共识的概念和知识点的讲述。 主要讲述内容集中在：

１．通过对概念的辨析，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

２．对创作和实例进行辨析，将理论概念与实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指导工具，
而非机械概念。

３．对现有书本理论的质疑和分析。
二、课堂讨论

就某个理论问题和现象，进行课堂讨论，由教师进行分析评点。 分为两种：

１．个体观点的表达和争论；２．提出两派观点，让每个小组准备后进行辩论。
三、课堂展示

教师和学生共同在讲台上，针对某个理论问题进行展示、评点、讨论。 两种内
容展示：

１．学生阶段作品的自我分析展示，教师和其他同学提问质询；２．教师布置的某
个小课题，经过一个或者一组学生课下的研究，在课上对所有人的展示，教师
之后点评。
四、作品及报告（ 课外时间）
学生在课后以及一部分课程时间，完成阶段性的理论分析报告及实践创作。
内容包括文字作品、图片作品以及影片作品。 每两周布置、提交一次，教师进
行分析和展示。
五、期末作品（ 课外时间）
学生在课后完成的期末创作。 教师将根据学期进度提出明确具体的创作要
求，将本学期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融入要求，学生的创作是对本学期学习成果的
集中体现。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成绩评定办法：平时 ５０％，期末 ５０％。

教材

《 认识电影》 ，作者：［ 美］ 路易斯·贾内梯。

参考资料

暂无

艺术学院

３０１

课程中文名称

戏曲史与戏曲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中国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也体现着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本
课程以介绍中国戏曲的历史、理论与美学为主，力图阐释中国戏曲的独特的文
化气质与美学内涵。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ｒａ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并探讨中国戏曲
的独特性、探索与美学。

内容提要及相

一 引言：全球化与中国戏剧（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二 博物馆里的戏曲史（１０ 学时）

１ 岩画、壁画、戏俑与早期中国戏剧；２ 杂剧图与中国戏剧之成立；３ 《 牡丹亭》

的版画谱系及分析；４ 清宫三层大戏台与宫廷戏曲；５ 从 《 同光十三绝》 读解清
末民初之剧坛。

三 戏曲、戏剧、电影的交织与消长（１０ 学时）

１ 新剧与旧剧———《 新青年》 、《 春柳》 与《 菊部丛刊》 上的民初戏剧改良运动；２

融通三界（ 戏曲、戏剧与电影） 的跨国明星：梅兰芳；３ 程砚秋的新观念与新戏；

４ 连环戏：民国时期的实验戏曲 ／ 电影；５ 作为启蒙的话剧与商业话剧。
四 当代实验戏剧：戏剧与戏曲的融合（１０ 学时）

１ 莎戏曲的理论与实践 （ 上） ： 吴兴国与当代传奇；２ 莎戏曲的理论与实 践
（下） ：中国大陆的改编；３ 香港进念二十面体：以《 夜奔》 的改编为例；４ 云门舞
集与青春版《 牡丹亭》 ；５ 小剧场戏剧与小剧场戏曲的兴起。
五 结语：不断重构与融合的中国戏曲史（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课堂讨论、工作坊为辅；

其中课堂讲授约占 ７０％，课堂讨论及工作坊占 ３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其中课堂考勤占 ２０％；课程作业或工作坊占 ２０％；期末文章占 ６０％。

教材

《 中国戏曲》 ，作者：么书仪。

参考资料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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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电影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ｎｅｍａ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 世界电影史》 主要讲授世界电影的历史发展，以及电影艺术发展过程中涉及
到的主要问题。 课程侧重电影史发展的三个方面：电影工业与电影技术的变
化、电影语言和电影形态的演进、各国电影运动和流派的发展及其互动。 课程
重点是早期电影创作与民族电影特色的建立，以及电影现代化进程及其对当
代电影的影响，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介绍和评析重要导演及其代表作，
实验电影和纪录片，以美国、欧洲为主，兼顾其他地区民族电影电影发展。

课程英文简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ｎｅｍ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ｒ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ｌ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ｌ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ｌ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ｆｉｌｍ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ｌ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ｉｌｍ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ｉｌｍ． Ｉ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ｌｍ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ｇｎｕｍ ｏｐ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ａｋｅ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ｌ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了解以西方电影为主流的世界电影史的历史分期 ，电影史的社会历史背景
进行概述，以及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等； ２． 掌握西方电影史上重要的电影流派
的特点、有历史影响的导演及其作品的艺术成就，并对影响电影发展的重要历
史现象能做出梳理和分析； ３． 能从电影创作、电影风格、电影技术电影产业发
展的角度对电影史的发展有一定了解。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共 ６０ 课时：

第一节电影工业的简历（ １８９５ － １９０５） ；第二节 电影文化的形成与电影竞争
（１９０６ － １９１４；第三节美国默片的辉煌 （ １９１５ － １９２４； 第四节电影语言的实验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９） 上；第五节 电影语言的实验（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９） 下；第六节 美国类型
片的发展（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５） 上；第七节 美国类型片的发展（１９２８ － １９４５） 下；第八节
欧洲二战前 的 电 影 发 展 （ １９３０ － １９４５） ； 第 九 节 日 本 早 期 电 影 发 展 （ １９２６ －
１９３７） ；第十节 美国电影的现代化（１９５４１ － １９６０） ；第十一节意大利新现实主
义（１９４２ － １９５６） ；第十二节 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８） ；第十三节 战
后亚洲电影（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第十四节 法国新浪潮（１９５１ － １９６３） ；第十五节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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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新电影运动（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９） ；第十六节东欧电影新浪潮（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０） ；第十七
节 新好莱坞（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９） ；第十八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９） 。
教学方式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穿插电影史重点电影片段的放映，每节课放映总时间不
会超过 １０ 分钟，同时结合电影史图表和时间线。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考核办法分为考勤、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考勤占 １５％，期中考试为开卷考试，
占 ３５％，期末考试是开卷考试，占 ５０％。
暂无

《 日本电影史》 ，作者：岩崎昶；《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意大利电影》 ，作者：洛朗斯·斯
基法诺；《 法国新浪潮电影史》 ，作者：理查德·纽珀特；《 世界电影史》 ，作者：
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 世界电影史》 ，作者：乔治·萨杜尔；
《 电影的故事》 ，作者：马克·卡曾斯；《 世界电影史（ １９６０ 年以来） 》 ，作者：乌
利希·格雷戈尔；《 电影史；理论与实践》 ，作者：罗伯特·Ｃ·艾伦、道格莱斯
·戈梅里；《 美国电影的兴起》 ，作者：刘易斯·雅各布斯；《 法国电影：从诞生
到现在》 ，作者：雷米·朗佐尼；《 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 ，作者：理
查德·麦特白；《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世界
电影史》 ，作者：杰弗里 －诺维尔 －史密斯 。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文化产业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当代社会的艺术与文化行为，与经济范畴有着多样性的关联。 同时艺术与文
化的创造与流通，亦经常须纳入既有的经济体系中方能获得生存及发展的机
会。 而艺术与文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即旨在研究与分析艺文世界与经济
世界之间，不同层次的关系形态，以及不同的艺术、文化经济领域，对于公共与
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本课程即由此出发，为求逻辑清晰，俾利讲授与学习
的层次与 深 入 性， 在 课 程 设 计 上 分 为 两 个 主 要 范 畴， 个 体 （ ｍｉｃｒｏ ） 与 总 体

（ ｍａｃｒｏ） ，或称微观与巨观两个范畴，依序讲授。 于个体范畴，我们将探讨不同
艺术与文化经济单元（ 或称为行动者） ，所进行的文化 － 经济交集属性的行为，
其中的行动者包括生产者、消费者、企业、机构与政府等等。 而在总体范畴，即
侧重于整个文化经济市场或场域的整体结构，此一结构与社会文化脉络的交
集之处，及其所产生的宏观效应和社会影响，还有它与政府政策间的不同互动
模式与效应。 由经验案例到理论分析，透过本课程的讲授与修习，也期待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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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充分了解艺术与文化经济的重要议题和全貌，并让他们奠定日后从事管
理工作的知识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ｂ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ｕｍｏ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ｏｗｅｎ， ｍｕｃｈ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ｂ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ｄａｔ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１９６６． Ｉｎ 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ｉｔｓ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ｆ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ａｕｍｏｌ ’ ｓ ｃｏｓｔ －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ｏｒ ’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ｕｓｉｃ，
ｆｉｌｍ， ｇａｍｅ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一、课程目标：

１．教授文化经济学之完整理论，以及相关研究方法；２．教授国内外相关领域之
最新发展趋势，以及现阶段之研究成果；３． 介绍西方文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
况；４．介绍我国文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况，及其发展走向及潜能；５．推进文化经
济学的在地化，将之应用于研究当代中国之相关现象。
二、课程要求：
修课同学须按时到勤，认真阅读相关课程材料，准时完成各项指定作业，并通
过学期考核，方能通过本项课程、取得成绩。 同时，修课学生将按照其各项课
程表现，综合评量成绩。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课程目标：

１．教授文化经济学之完整理论，以及相关研究方法；２．教授国内外相关领域之
最新发展趋势，以及现阶段之研究成果；３． 介绍西方文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
况；４．介绍我国文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况，及其发展走向及潜能；５．推进文化经
济学的在地化，将之应用于研究当代中国之相关现象。
二、课程要求：
修课同学须按时到勤，认真阅读相关课程材料，准时完成各项指定作业，并通
过学期考核，方能通过本项课程、取得成绩。 同时，修课学生将按照其各项课
程表现，综合评量成绩。 教学大纲：
第一周 课程介绍：课程的整体规划、要求与进行方式；第二周 文化事业、营运
管理与市场体系；第三周 价值、价格与商品化；第四周 需求、消费与文化生产；
第五周 美术馆与博物馆的经济行为；第六周 非营利组织与文化经济；第七周
文化艺术业的劳动力市场
第八周 文化消费与整合销；第九周 期中考核：提交期中报告；第十周智 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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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比较与国际贸易；第十一周 文化产业与金融体系；第十二周 公共政策、政
府治理与文化经济；第十三周 美学消费、阶层与品味；第十四周 文化资产与经
济价值；第十五周 数字科技与文化经济转型；第十六周 文化经济与城市更新；
第十七周 文化经济的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第十八周 期末考试。
教学方式

一、教学方式：

１． 教材与阅读文献导读；２． 经典及代表案例分析、阐释；３． 分组引言讨论与进
行专题报告。

４． 师生互动讨论；５． 实地调研与考察。
二、考核要求

１． 期中报告：１ 次。 按照上半学期所习得的艺术与文化经济学专业概念，去针
对某一相关艺术经济与产业现象进行分析应用。 整体字数，不含参考文献，以

３０００ 字为限。

２． 分组报告：每组预计 ２ 次。 经过教师的充分讲授，同学需按照教材中每一主
题的内容，进行案例蒐集与分析。

３． 临时作业：预计进行 １ 至 ２ 次，教师得视课程发展及需要，指定作业主题（ 列
入平时成绩计分）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１．期中报告与平时成绩（３０％） ；２．学期考试成绩（４０％） ：笔试（ 闭卷） 。 以本学
期所教授之艺术与文化经济学核心专有名词，作为主要考试内容；３．分组报告
成绩（３０％） 。

《 文化经济学》 ，作者： Ｒｕｔｈ Ｔｏｗｓｅ。

《 文化 经 济 学》 ， 作 者： 厉 以 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作 者：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ｉｌｂｒｕ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Ｇａｒｙ

课程中文名称

艺术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ｔ Ｌａｗ：：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介绍艺术法相关的法律原理、知识产权、商业合同、价值评估等理论与
实务，并结合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和影音艺术等领域的经典案例展开分析。 本
课程旨在培养艺术院系同学的法律思维以及在艺术领域中的法律应用能力。
要求同学们了解艺术法的基本法律问题，通过对相关部门法的概括学习，了解
艺术活动领域中涉及的法律规则，重点学习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使同学们
对艺术与文化产业中涉及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和一
般应用能力。

３０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本课程还要求同学们了解与艺术法有关的国际公约及惯例、国外法律制
度。
本课程为新开课程，任课教师也会在教学中不断摸索完善课程方案。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ＲＴ ＬＡ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ｎ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ｔ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要求学生初步掌握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实务，初步具备知
识产权的保护观念和开发机能。 课堂讲授 ３０ 学时，学生调研 ４ 学识，课堂报
告 ２ 学时。
第一部分

艺术法理论（１０ 学时）

介绍文化艺术法的基本概念、类别、体系、模式、发展脉络、目标、对象等问题。
第二部分

艺术法研究（１０ 学时）

介绍中外学术史上对艺术发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三部分

艺术法实践（１０ 学时）

分析文化产业实践领域的艺术法案例。
第四部分

学生调研与课堂报告（６ 学时）

指导学生展开实务调研、深度访谈和问卷分析，撰写调研报告，进行课堂简报。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讲

艺术法导论；第 ２ 讲

作与著作权保护；第 ４ 讲

艺术作品与著作权保护；第 ５ 讲

合同法基本原理；第 ９ 讲

拍卖法；第 １０ 讲

权保护；第 ６ 讲

字幕组的版权问题；第 ７ 讲

作中的专利保护；第 １２ 讲
专利保护；第 １４ 讲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艺术家的表达自由与人身权；第 ３ 讲

座； 第 １６ 讲

艺术创

艺术作品与著作

艺术品的商标保护；第 ８ 讲

文物保护法；第 １１ 讲

艺术创作中的专利保护；第 １３ 讲

国外艺术法律制度介绍；第 １５ 讲

艺术创

艺术创作中的

案例研究与专题讲

停课复习。

暂无

平时成绩 １０％；调研实践和课堂报告 ４０％；期末考试 ５０％。
Ａｒｔ Ｌａｗ：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作者：Ｌｅｏｎａｒｄ Ｄ． ＤｕＢｏｆｆ。

Ａｒｔ Ｌａｗ：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ｓ， 作 者： Ｒａｌｐｈ Ｅ．
Ｌｅｒｎｅｒ，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ｒｅｓｌｅｒ；《 艺术法概要》 ，作者：伦纳德·Ｄ·杜博夫（ Ｄｕｂｏｆｆ．Ｌ．Ｄ）

， 克里斯蒂·Ｏ·金（ Ｋｉｎｇ．Ｋ．Ｏ） ；《 艺术法基础》 ，作者：宋震；《 艺术法重述：框

架与案例》 ，作者：宋震；《 知识产权法》 ，作者：张平；《 著作权法》 ，作者：杨明；
《 国专利诉讼实务》 ，作者：张宇枢。
课程中文名称

创意管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艺术学院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３０７

《 文化产业导论》 ，为我校人文学部本科生大类平台课、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
理专业方向本科生必修课、艺术学双学位必修课。 本课程希冀同学们掌握文
先修课程

化产业的基本概念、特征、内涵与外延，理解文化产业的价值构成与产业规律，
理解文化产业在文化资源、文化技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产等产业要素的发展
脉络与学术肌理，掌握文化产业的故事驱动、创意战略、文化金融与商业创新
的管理特征，熟悉文化产业的园区集聚、文化贸易和政策治理。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曾接受过文化产业导论和文化产业专题研究课程或相关课程
训练，学习完本课程后学生应该掌握有关创意管理的本质特征、理论背景、适
用的优势与局限，初步具有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与组织管理的
基本能力。
本课程是文化产业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一门跨学科的应用专题研究课
程，主要训练学生掌握创意管理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工具，并结合国内外文化
产业优秀案例进行个案分析。 课程基本内容包括如下：创意管理的本质与背
景；创意管理的理论、概念与模型；创意管理原理在实践案例中的运用。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ａｔｅ ａ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ｏ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ｅａｍ ｉｎｔｏ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ｈｏｗ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ｘａｍｉｎ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 ｗｈｅ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ｈａ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Ｌａｓｔ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要求同学们掌握文化产业创意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本课程要求同学们运用基础理论展开案例调研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要求同门们掌握案例研究与分析的报告撰写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

创意、管理与创意管理

２

２

３０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方式

第三讲

影音感知的转变与创意管理的挑战

第四讲

跨媒体故事驱动与创意管理模式

第五讲

红海战略原理及案例分析

第六讲

蓝海战略原理及案例分析

第七讲

创意战略原理及案例分析

第八讲

创意的商业化与文化批评

第九讲

艺术劳动文化经济

第十讲

创新精神与创意产业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第十一讲

创意思维：经典阅读与生命行走

第十二讲

价值评估与创意产业

第十三讲

创意经理人与创意领导力

第十四讲

创意空间与创意生态

第十五讲

创意写作与商业计划

第十六讲

课堂报告及课程总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本课程教学共 １６ 周，每周 ２ 个学时。 其中，教师讲授 １５ 次、学生课堂报告 １

次（ 学生分成六组，针对创意管理的方法与理论，展开问卷调研、撰写调查报
告、进行课堂陈述） ，前沿讲座 １ 次。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本课程的成绩考核为：课堂出勤讨论 １０ 分；２、分组课堂报告 ４０ 分；３、期末开
卷考试 ５０ 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作 者： Ｃｈｒｉｓ Ｂｉｌｔｏｎ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作者：Ｃｈｒｉｓ Ｂｉｌｔｏｎ．

参考资料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作者：Ｃｈｒｉｓ Ｂｉｌｔｏｎ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ｔｈ，作者：Ｂｒｉａｎ Ｍｏｅｒａｎ．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关注最新的数字信息技术在文化产业的一些新兴领域的应用、发
展和开拓，如“ 互联网 ＋ ” 环境下的 ＩＰ 电影产业、大数据时代的电影衍生品产
业、微信成为新兴媒体的产业化、虚拟现实技术（ ＶＲ） 的艺术和资本特性、视频
营销等等。

艺术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３０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ｓ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ｅｎ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ａｎｄ ＩＰ ｆｉｌｍ，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ｍｏｖｉ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 ＷｅＣ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教学基本目的

引导学生关注最新的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一些新领域的结合，探讨新技术所
带来的文化产业的革新，以及产生新兴产业领域的可能性，致力于打开学生视
野立足未来。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 互联网 ＋” 环境下的 ＩＰ 电影产业发展（６ 课时）

分析最近两年中国电影产业刚兴起的 ＩＰ 电影产业，它的概念、特性、形式、评
价标准和产业化途径，分析一般知识产权形式如何成为电影的 ＩＰ，电影 ＩＰ 如
何成为资源，探讨互联网条件下如何建立起电影 ＩＰ 的良性创意机制。

２． 大数据时代的电影衍生品产业的发展（６ 课时）

当前中国电影衍生品产业几乎空白，但它的确具有非常庞大的市场潜力，大数
据为电影衍生品的开发、营销和拓展都提供了很大机遇，如何利用大数据是当
下中国电影工业下一个重要经济效益增长点的关键。

３． 作为新兴媒体的微信（６ 课时）

微信已经突破社交工具领域而成为一种新的媒介传播方式，逐步具备了作为
媒体的各种特性，逐步成为一种媒体，这也意味着新的产业领域的形成，在主
题里将分析微信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媒体，成为媒体之后如何衍生出各种类型
的产业。

４． 虚拟现实技术的艺术资本属性（６ 课时）

ＶＲ 技术将给文化产业带来一次巨大变革，从博物馆、主题公园再到游戏、艺术
品拍卖、电影，随着技术的成熟 ＶＲ 将渗透到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产

业链也会越来越长。 在这个主题里，探讨 ＶＲ 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和实现途径，
分析它进入现有一些文化领域的可能性，以及开拓出新的产业的可能性。

５． 视频营销（６ 课时）

视频营销理念是最近几年发展成熟，建立在互联网上的营销理论，是一种典型
的艺术加技术和商业的视觉表达形式，在这个主题里我们主要分析视频营销
艺术价值、商品价值以及多屏融合的传播方式，探讨各种新的表达形式。

教学方式

１．教师课堂讲授（５０％） ；２．国内行业一线领导者的介绍行业发展状况（２０％） ；
３．学生调研（２０％） ；４．写作调研报告（１０％） 。

学生成绩评定

学期末团队提交一份调研报告。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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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文化市场与政策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开课单位

艺术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文产方向学生需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为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理解和把握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艺
术市场与政策的变化规律的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文化艺术
市场与文化政策的变化发展规律，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使学生能够自主地了
解和理解文化艺术市场与政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理解和把握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艺术市场与政策的变化规律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完成课堂学习之外，阅读指定的参考文献并完成读书报
告，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陈述，完成实践考察并提交考察报告，完成中国和欧
美几个代表性国家的文化艺术市场特点的比较分析和文化政策特殊性的比较
分析。 通过该课程教学，使学生能够自主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文
化艺术市场与文化政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ｙｅ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ａｓｋ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为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
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理解和把握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艺术市场与政
策的变化规律的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中国和欧
美国家的文化艺术市场与文化政策的变化发展规律，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使
学生能够自主地了解和理解文化艺术市场与政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培
养学生理解和把握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艺术市场与政策的变化规律的能
力。

艺术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３１１

Ｗｅｅｋ １ 世界文化艺术市场的基本状况；Ｗｅｅｋ ２ 文化市场与文化政策的基本

关系；Ｗｅｅｋ ３ 文化企业与政府的关系；Ｗｅｅｋ ４ 文化企业在市场中的定位；
Ｗｅｅｋ ５ 文化产品的特殊性；Ｗｅｅｋ ６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文化艺术市场与政策现状调研；
Ｗｅｅｋ ７ 调研报告陈述；Ｗｅｅｋ ８ 文化市场需求，文化市场竞争，文化市场的宏
观环境变量；Ｗｅｅｋ ９ 文化消费者行为：消费动机，消费决策，消费行为，后消费

行为；Ｗｅｅｋ １０ 私有资金市场与国家艺术基金；Ｗｅｅｋ １１ 市场细分与市场定位；
Ｗｅｅｋ １２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文化艺术消费者调研；Ｗｅｅｋ １３ 调研报告陈述；Ｗｅｅｋ １４ 文
化产品的定价与政策调控；Ｗｅｅｋ １５ 文化产品的分销、传播与制度环境；Ｗｅｅｋ

教学方式

１６ 文化战略与全球市场。

本课程要求学生完成课堂学习之外，阅读指定的参考文献并完成读书报告，积
极参与课堂讨论和陈述，完成实践考察并提交考察报告，完成中国和欧美几个
代表性国家的文化艺术市场特点的比较分析和文化政策特殊性的比较分析。
通过该课程教学，使学生能够自主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文化艺术
市场与文化政策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
式，辅以文献阅读，课堂讨论，课堂陈述，以及实践调研。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文献阅读、课堂讨论、２ 次实践考察及报告陈述等 ６０
％，期末论文 ４０％。

《 文化艺术营销管理学》 ，作者：科尔伯特，林一。
暂无

国际关系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关系史（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国际政治概论等

课程中文简介

见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１）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１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Ｙａｌ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ＷＩＩ ｖｉａ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２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Ｋ，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 ３）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目标：

１． 把握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国际关系体系
发展的基本脉络。

２． 了解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分析其主要外交特色。
３． 掌握这一期间国际关系演进的基础知识，培养学术批评能力。

４． 体会学习国际关系史对于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一、 学习国际关系史的意义，二、 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

导论

三、 研究方法，四、 教学安排
第二讲

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欧洲五强的崛起

一、 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 欧洲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 － １６４８） 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

三、 １７ 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国际关系，四、 王朝战争与欧洲五强的崛起
第三讲

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际关系与维也纳体系的建立

国际关系学院
一、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外交
二、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的国际关系
三、 维也纳体系的建立
第四讲

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的传播与维也纳体系的崩溃

一、 工业革命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二、 各国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及其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
三、 １８４８ 年欧洲民族民主革命与维也纳体系的衰落
四、 克里米亚战争与维也纳体系的崩溃
第五讲

德国统一、 “ 东方问题” 与俾斯麦同盟体系的建立

一、 普法战争与德国的统一，二、 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
三、 俾斯麦同盟体系的建立，四、 一个外交时代的小结
第六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与世界

一、 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二、 列强在西亚及中亚的争夺
三、 列强对中国及东南亚的侵略，四、 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
五、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日本的崛起
六、 美西战争、“ 门户开放” 政策与美国的崛起
第七讲 欧洲列强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１８９０ － １９１４
一、 德国的“ 世界政策” ，二、 法俄同盟的建立

三、 英德矛盾的加深与英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四、 三国协约的形成
五、 战争危机的出现及不断升级
第八讲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关系，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 战争的进程，三、 大战的结束及其影响
四、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思考与争论
第九讲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和对它的最初冲击，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９

一、 巴黎和会与凡尔赛条约体系，二、 华盛顿会议与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三、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性质与矛盾点
四、 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最初冲击

大萧条和亚欧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６
一、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国际体系的冲击
第十讲

二、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三、 德国法西斯体制的建立和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四、 德意日法西斯的对外侵略扩张
第十一讲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一、 卢沟桥事变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二、 中日战争下的军事与外交
三、 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
第十二讲

德意日三国侵略集团的形成和大战前夕的欧洲国际关系

一、 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形成
二、 德国吞并奥地利、进逼捷克斯洛伐克与英法的绥靖政策
三、 德意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英法反德意阵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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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法苏谈判和《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的签订
第十三讲

从“ 我们时代的和平” 到全球战争，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１

一、 欧洲大战的爆发：德国突袭波兰，１９３９，二、 法国的陷落（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１）
三、 各方的战略抉择，四、 德国进攻苏联和“ 闪电战” 的破产
五、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珍珠港事件
第十四讲

战争进程、战略与外交，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一、 《 大西洋宪章》 和《 联合国家宣言》 ，二、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三、 英美北非登陆，四、 卡萨布兰卡会议

五、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意大利投降，六、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七、 诺曼底登陆与第二战场的开辟，八、 雅尔塔会议和联合国的成立
九、 德国无条件投降和波茨坦会议，十、 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十五讲

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教员课堂讲授为主，课堂、网络讨论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１． 平时成绩 ２０％（ 包括出勤情况与课堂讨论的参与情况） ，期中考试 ３０％，期

办法

末考试成绩 ５０％。

２． 期中考试采取开卷形式，写一篇不超过 ５０００ 字的读书报告（ 书目另行提
供） ；期末考试采取闭卷形式，分选择题（２０％） 、简答题（３０％） 、论述题（５０％）
三部分。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关系史（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Ｉ）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国际关系史（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主要内容包括：冷战史的主

要内容，涵盖冷战的起源与特征、冷战的发生、冷战的扩展、冷战时期的缓和、
“ 新冷战” 与“ 新缓和” 等内容，其中包括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及重大国际事
件、冷战时期的危机处理、冷战中的热战等；此外还包括民族解放运动与第三
世界的崛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及
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éｔｅｎｔｅ，

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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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Ｄéｔｅｎｔｅ，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对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及重大事件的讲述与分析，提高学生对国
际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分析能力；注意培养学生的严谨、刻苦、认真的治学态度；
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注意对学生进行学习、研究方法的科学训练，提高学生
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文字与口头的表达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冷战的起源与特征

第二讲

冷战的发生

１．什么是冷战？ ２．关于冷战的起源。 ３．冷战的表现与特征。
１．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的政策偏好。 ２．促使冷战发生的重要国际事件，３．冷战
战车启动———两大集团的形成。
第三讲

冷战的扩展

第四讲

缓和的出现

第五讲

“ 新冷战” 与“ 新缓和”

第六讲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与第三世界的崛起

１．冷战在深度上的扩展。 ２．冷战在广度上的扩展。 ３．冷战中的“ 解冻” 。
１．有限缓和的开始。 ２．七十年代缓和的全盛期。 ３．缓和的终结。
１．“ 新冷战” 。 ２．“ 新缓和” 。

１．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２．关于第三世界的概念。 ３． 第三世界崛起的标
志性事件。 ４．第三世界崛起的国际影响。
第七讲

东方集团内部的关系

第八讲

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

１．中苏关系。 ２．苏东关系。 ３．中国与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１．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２． 美欧关系。 ３． 美日关系。 ４． 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
系。

第九讲

冷战的结束

１．关于冷战的结束。 ２．冷战结束的标志。
第十讲

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１． 两极体系的瓦解与世界格局的演变。 ２．各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同构想。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３．冷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授课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助教辅导，采用多媒体教学。
平时成绩占 ２０％，期中考试（ 或期中作业） 占 ２０％，期末考试（ 闭卷）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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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国际关系史》 （ 战后卷） （ 上、下册） ，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

参考资料

见教学网详细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对外关系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重构中国对外关系史，突破“ 东方主义” 和“ 欧洲中心论” 的叙事范
式，凸显中国历史的主体性。
１８４０ － １９４９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个世纪。 发生在此时期的中
国近现代对外关系是在以下两个背景中展开：一方面，１９ 世纪中期，中国外部
世界的发展已经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东亚传统国际关系的政治文化，中外
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差异、列强的侵略政策，使中外关系以冲突为基本特征成为
必然。 另一方面，在中外关系发生剧烈冲突的同时，蒙羞受辱的中国人看待外
部世界和反观自身传统的基本格调也在发生剧烈的嬗变，中国自此卷入了一
场迄今仍在进行的大变局。 从政治上来讲，古人留下的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理
论、有关权术的理论甚至各种政治词汇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文化上
而言，这场变局颠倒了儒家所谓自格物致知而修齐治平的逻辑：不得不从应付
时局开始，走向政治革命，走向文化革命，最终走向人本身的革命。 民国外交
一定意义上而言是晚清外交的继续，因为中国近代外交的基本问题———主权
独立与领土完整———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一历史使命直到新中国成立才
完成。

要把握百年外交，不仅要求理清中外交涉典型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要尝
试对历史进行反思。 这一段中外关系史，不仅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
意义，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由于具有如此深厚久远文化传统的中国能在
短短一个多世纪里基本实现了和世界异质文明的接轨，因而其意义也是富于
启发性的。 在这场惊人的巨变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顽强的调适能力，看到了
中国文化内在的巨大潜力。 百年外交留下了多少屈辱的历史，又留下了多少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穿着儒袍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们所开展的弱国外交，
其详情则鲜为人们所知。 百年外交，跌宕多劫。 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外
交史，更希望能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倘若对学生学术思维乃至人生观念的熏
陶有所裨益的话，那将是不小的收获。

国际关系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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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ａｎ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Ｃ． Ｉｔ ａｉｍｓ ａ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ｔｈ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ｏ ａ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ｉｍｓ ａｔ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ｒａ ｆｒｏｍ １８４０ ｔｏ １９４９．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Ｚｅｎｇ Ｇｕｏｆａｎ， Ｌｉ 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Ｄｏｗａｇｅｒ Ｃｉ Ｘｉ ，
Ｓｕｎ Ｙａｔ － 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Ｋａｉ － Ｓｈｅｋ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ｍ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ｗｉｌｌ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外交史，更希望能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倘若对学生
学术思维乃至人生观念的熏陶有所裨益的话，那将是不小的收获。

内容提要及相

导论：身份认同与学问之路（６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知己：学问之路的大小轻重
第二讲 知国：古代中国外交传统及中国文明的延续性
第三讲 知天下：东方主义的叙事困境
第一章
学时）

维护传统对外关系体系的失败：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 （ ５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建立
二、 琦善、林则徐评价：间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三、 魏源的对外思索
四、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
五、 徐继畬、冯桂芬的外交思想
第二章

建立新型对外关系模式的尝试：洋务运动时期的对外关系（５ 学时）

一、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和洋务运动
二、 近代外交机构的建立和中国先驱外交官
三、 洋务派的外交思想：郭嵩焘、郑观应、王滔、张之洞和曾纪泽
四、 反洋教：文化入侵及其抵制
第三章

顽强的交涉：边疆地区的普遍危机（５ 学时）

一、 西北边疆问题（ 以新疆伊犁问题为例）
二、 台湾琉球问题
三、 西南边疆问题（ 以西藏问题为例）
四、 中法战争
第四章

清帝国东亚霸权的彻底丧失： 中日甲午战争（３ 学时）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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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
二、 中日甲午战争
三、 日本的崛起对中日关系的历史意义
第五章

陷入全面危机的中国与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３ 学时）

一、 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和中国的维新时代
二、 美国的“ 门户开放” 政策
第六章

文化入侵与排外的尖锐对立：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对外关系（３ 学时）

一、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二、 清廷和地方政府在对敌中的分歧
三、 《 辛丑条约》

四、 李鸿章外交总评
讨论题：晚清对外关系的启示
序言二

民国：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２ 学时）

第一篇：共赴国难（５ 学时）
第一章

君子豹变：伍廷芳的善变人生

第二章

用一生去忏悔：民国（ 北洋政府） 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徵祥

第三章

不会汉语的外长：陈友仁

第四章

真正的职业外交家：“ 雪耻图强” 的施肇基

第五章

为四朝效力：颜惠庆

第六章

叫一声兄弟好累：黄郛

第七章

最年轻的外长：好人王宠惠

第八章

一个外交部长的被打：苦涩王正廷

第九章

将门虎子：伍朝枢的内政外交

第十章

血性与理性：顾维钧的外交

第十一章

又一个被打的外交官：郭泰祺

第十二章

尴尬的人生：新文化救国和演讲救国的胡适

第十三章

替人受过抑或勇于任事：书生参政的王世杰

第十四章

毁谤与责任：作为外交家的宋子文

第十五章

“ 我们无意谦让” ：蒋廷黻的宣言

第二篇：乱世佳人（３ 学时）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胜过 ３０ 个师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一江春水向东流：陈香梅与陈纳德

第三篇：帝国来使（２ 学时）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 醋性子乔” 和“ 花生米”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恩怨
传教士、校长和大使：司徒雷登身份的迷失

第四篇：江湖？ 世界（２ 学时）
第二十章
第五篇

从江湖到国际舞台：蒋介石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２ 学时）

一、 对日受降和中国与同盟国的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１９

二、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日关系的长期影响
三、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美国在国共矛盾中的纠葛
四、 中共建国前的对外关系（ 介绍）
教学方式

课堂讲述为主，安排两次课堂讨论，提交一次期中论文。

学生成绩评定

出勤率 １０％，期中论文 ３０％，期末考试 ４０％。

办法
教材

《 晚清三十人》 ，作者：李扬帆；

《 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 ，作者：李扬帆；
《 涌动的天下：１５００ － １９１１ 年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 ，作者：李扬帆。
参考资料

《 剑桥中国晚清史》 ，作者：费正清；《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作者：马士；
《 筹办夷务始末》 ，作者：文庆等。

课程中文名称

外交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 外交学” 是国际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以主权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
为主要研究对象。 这门课程主要介绍外交学理论、规范、制度以及外交实践的
艺术等与外交实践有关的内容，并探讨这些内容是如何变迁的。 本课程教授
的主要内容和问题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学研究的对象，外交的起源和演
变、外交的目的及作用、主要的外交思想，外交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外交与
国家利益的关系、外交机制与对外政策决策、外交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当代外
交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关系中新问题对外交行为、规范、思想的影响和挑战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ｓ ｓｕｂ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ｏｗ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ｔ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ｎｏｒｍ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以上诸问题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外交学的基本知
识和理论，把握外交作为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行为的政治本质。

内容 提 要 及 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 总 ５４ 学时）

一、 外交学：概念、研究对象及教学内容（３ 学时）

１． 本课目的及计划，２． 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与外交学，３． 外交的概念和特征，４．
外交学的内涵和体系，５． 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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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交的起源与发展 （３ 学时）

１． 古代外交：外交的起源与产生，２． 中世纪封建国家外交的发展及其特点，３．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外交的发展及其特点，４． 一战以后的“ 新外交” 特点，５． 无
产阶级国家外交原则，６． 当代外交。
三、 外交思想 （３ 学时）

１． 概念：外交理论、思想与政策，２． 西方主要外交家的外交思想，３． 中国主要
外交家的外交思想，４． 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５．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与
外交思想。
四、 当代外交的基本准则、行为规范和惯例（３ 学时）

１． 国际规范的概念，２． 国际规范的形成条件和主要特点，３． 外交的基本准则、
规范和惯例，４． 规则与规范的发展和挑战。
五、 外交特权与豁免（３ 学时）

１． 外交特权和豁免的概念、形成和理论依据，２． 外交特权和豁免的使用范围
和内容，３． 外交人员义务，４． 中国对外交特权和豁免的规定。
六、 外交与国家利益 （３ 学时）

１． 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２． 国家利益的演变：综合安全与综合利益，３． 经济
利益与经济外交，４． 政治稳定与外交内向性，５． 文化利益与文化外交，６． 意识
形态与外交。
七、外交机构的组成与职责（３ 学时）

１． 对外政策的决策机构，２． 外交部———对外政策的执行机构，３． 外交代表机
构（ 使领馆） ，４． 参与外交的其他机构，５． 外交与领事的区别与联系。
八、 影响国家外交的因素（ 外交资源与资源外交） （３ 学时）

１． 国家实力与外交，２． 弱国无外交？ ３． 国家特性与外交，４． 外交资源与资源
外交。

九、 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 （３ 学时）

１． 国际会议，２． 国际组织，３． 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
十、 对外政策决策（３ 学时）

１． 理性模式，２． 决策者与外交决策，３． 官僚政治模式，４． 组织过程模式，５． 国
内政治与外交决策。

十一、 当代外交的主要形式（６ 学时）

１． 双边外交，２． 多边外交，３． 首脑外交，４． 经济外交，５． 公共外交，６． 其他形式
的外交。

十二、 外交交涉与外交谈判（３ 学时）

１． 外交交涉，２． 外交谈判，３． 影响外交谈判的因素（ 国际国内背景、谈判议题、
谈判策略、谈判者） ，４． 中国外交谈判的特点和变化。
十三、 外交业务与外交技术（３ 学时）

１． 外交礼宾，２． 外交语言，３． 外交文书、格式和用途，４． 外交调研与办案。
十四、 面向 ２１ 世纪的外交与中国（３ 学时）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２１

１． 全球化趋势，２． 对主权的冲击，３． 交往渠道和方式的改变，４． 外交内涵的更
新，５． 协调与决策，６． 中国面临的挑战，７． 热点问题分析。

教学方式

讲授为主。

学生 成 绩 评 定

平时准时上课 １０％，期中考试 ３０％，期末考试 ６０％ （ 闭卷笔试） 。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外交学概论》 ，作者：鲁毅等。

《 外交学》 ，作者：哈罗德·尼科松；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 《 萨道义外交实
践指南》 ） ，作者：戈尔布思。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科学方法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最好先修一些国际关系的专业基础课，阅读过一定数量的专业论文和著述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社会科学传统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本逻辑和过程，以及一些
基本的研究方法。 通过引介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帮助学生评估
现有的研究以及开展自己的研究。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
ｄｏｉｎｇ，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教学基本目的

其一，了解什么是优秀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程序和方法； 其
二，了解如何设计研究计划以及如何科学地采集数据，增强项目申请的成功
率； 其三，掌握定性分析的科学方法以及定量分析的基本知识； 其四，熟练掌
握如何撰写论文和研究报告。 最后，通过材料阅读、案例讲解、好文鉴赏、学生
作业，这门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独立自主的研究能力和学习能
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部分：研究设计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

阅读书目：（ 德）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 章。

范文：“ 第 ４ 章 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史蒂芬？ 列维特：《 魔鬼经济学》 ，刘
详亚译，广东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二讲：怎样提出研究问题及设计研究计划？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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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阎学通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６９ － ８８ 页 或 Ｍｏｎｒｏｅ （ Ｃｈ １）

范文：周方银：“ 小国为何能长期存在，” 《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０５，（１） 。

曼库尔？ 奥尔森：《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 ，第一章。
第三讲：文献综述与书评

阅 读 书 目： Ｓｃｏｔｔ，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Ｍ．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ｒｉｔｅｒ ’ ｓ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ｅｖｉｅｒ， 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８ － ９， ｐｐ． １６１ － １７７．
范文：阎学通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００ － ２１６ 页。

作业：请选择下列书目之一并写一书评，１０００ 字左右，不超过 １５００ 字。

第四讲：变量的操作化与测量
阅读书目：Ｓｈｉｖｅｒｙ （ Ｃｈ ４ － ５： ｐｐ． ３９ － ７０； Ｃｈ ６： ｐｐ． ７６ － ９３） 或 袁方：《 社会研
究方法教程》 第六章。

范文：Ｐｅｔｅｒ Ｊ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３８， ４９９ – ５１８．
第五讲：变量控制

阅读书目：Ｍｏｎｒｏｅ （ Ｃｈ ２： ｐｐ． ２５ － ２８； Ｃｈ ６： ｐｐ． ８３ － ８９） 或 阎学通：《 国际关系
研究实用方法》 ，第 １０６ －页。
范文：杨少华， 弱者何以能胜？ ［ Ｊ］ ．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０８，（３）
第六讲：理论、假设与分析单元

阅读书目：Ｓｈｉｖｅｒｙ （ Ｃｈ ２： ｐｐ． １３ － １８； Ｃｈ ６： ｐｐ． ７２ － ７６） 或 袁方：《 社会研究方
法教程》 ｐｐ． ９７ － １１５．
范文：阎学通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１７ － ２３２ 页。
第七讲：小组陈述

第二部分 数据采集
第八讲：怎样采集数据？

阅读书目：袁方：《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第七章，ｐｐ．１７７ － ２２９。
第九讲：怎样进行社会调查与设计问卷？

阅读书目：袁方：《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第八、九章：问卷法与访问法，第 ２３１ －
２９３。

第三部分：定性研究
第十讲：怎样进行案例研究？

阅读书目： 阎学通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６２ － ６８ 页（ 案例选择） ；１３１ － １３３ 页（ 个案与比
较） 。

范文： 阎学通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３１ － ３３８ 页（ 个案分析范例：陈志敏：二元民族联
邦制与对外关系）

第十一讲：怎样进行比较研究？

阅读书目：阎学通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３３ － ８ 页（ 比较分析法） 。

范文：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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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１９７９）

第十二讲：论文及研究报告的写作

阅读书目： 阎学通 ２００７ 年版，第十章，第 １６５ － １９９。

范文：田野：《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２００６ 年版。
第四部分：定量研究
第十三讲：统计描述

阅读书目：阎学通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１８ － １２８ 页：统计描述。
范文：阎学通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１３ － ３２０ 页：定量分析范例：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
际冲突。

第十四讲：统计分析 １

阅读书目：阎学通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３１ － １４１ 页：统计分析。
范文：同上。

第十五讲：统计分析 ２
第十六讲：小结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电脑实践、学生陈述、课堂讨论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的评价采用连续性评价的方法，作业及课堂参与占 ５０％，最后研究设计

办法
教材

占 ５０％。

《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 ，作者：阎学通；《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作者：袁方；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ｎｒｏｅ， Ａｌａｎ Ｄ；Ｔｈｅ Ｃｒａｆ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ｉｖｅｒｙ， Ｗ． Ｐｈｉｌｉｐｓ．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比较政治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文献评述、专题讨论、个案研究等方法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变
迁。 主要探讨的问题有：政治现代化的起源与发展道路，民主制的诸类型，文
化变迁的模式及其政治含义等。 课程将结合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有代表性的政
治制度的介绍，帮助学生把握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了解这一
领域的前沿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Ｍａｉ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３２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ａｔ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通过文献评述、专题讨论、个案研究等方法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变
迁。 主要探讨的问题有：政治现代化的起源与发展道路，民主制的诸类型，文
化变迁的模式及其政治含义等。 课程将结合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有代表性的政
治制度的介绍，帮助学生把握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了解这一
领域的前沿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比较政治学引论

１． 学科介绍；２． 比较研究的类型、概念及方法；３． 比较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讲 现代民主制的类型

１． 代议制民主；２． 多数民主与共识民主。
第三讲 现代民主制的起源

１． 马克思：资本论；２． 涂而干：社会分工论；３．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

第四讲 现代化理论

１． 现代化理论兴起的背景；２． 代表人物及概念；３． 经济发展、现代化与民主
第五讲 现代化的困境

１． 现代化理论的反思；２． 现代化的不同道路；３． 政治发展与政治衰朽；４． 依附
论和世界体系论。
第六讲 民主化

１． 民主的定义；２． 民主化的不同道路；３． 第三波民主化；４． 民主化的涨潮与退
潮。

第七讲 不平等、民粹主义与民主

１． 现代化、全球化与不平等；２． 不平等与民粹主义；３． 民粹与民主。
第八讲 期中课堂讨论
第九讲 政治文化

１． 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定义；２． 公民文化；３． 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
第十讲 文化变迁与民主

１． 现代化理论的复兴；２． 世界价值观调查；３． 经济增长、价值观变迁与民主
化。

第十一讲 文明的冲突

１． 文明冲突论；２．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认同。
第十二讲 比较文明

１． 轴心文明与大革命的意识形态；２． 轴心文明的比较；３． 政治儒学。
第十三讲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１． 中国模式；２．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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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案例研究课堂报告
第十五讲 总结
教学方式

１．课堂讨论：阅读文章，撰写一篇读后感（２０００ 字以内） ，并参与课堂讨论。 ２．

案例研究：从法国、土耳其、墨西哥、乌克兰、希腊、科索沃、伊朗、埃及、苏丹等
国家或地区中选择一个进行案例研究。 思考：亨廷顿在《 文明的冲突》 一书中
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什么问题给予了关注，对其发展做了怎样的预测，再结合
这个国家或地区近 ２０ 年来的变迁，谈谈你对其政治发展的看法。 ３．每人撰写

１ 篇发言提纲（１ 页） ；分组讨论（ 分工：主持、记录、制作 ＰＰＴ、课堂报告）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 ２０％，期中作业 ３０％，期末考试 ５０％。
《 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作者：潘维；

《 多元化与同一性并存：３０ 年世界政治变迁（ １９７９ － ２００９） 》 ，作者：王缉思，唐
士其。
参考资料

《 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 ，作者：潘维；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等译；

《 第三波———２０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
《 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 ，作者：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娄亚译；
《 国家的常识》 ，作者：迈克尔·罗斯金著，夏维勇，杨勇译；

《 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与理论》 ，作者：劳伦斯·迈耶等著，罗飞
等译；

《 政治学》 ，作者：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

《 学术与政治》 ，作者：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作者：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

《 民主的模式———３６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 ，作者：阿伦·利普哈特
著，陈崎译；

《 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

《 现代世界体系》 ，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

《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
刘北成译；

《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 民主的精神》 ，作者：拉里·戴蒙德著，张大军译；
《 论美国的民主》 （ 上、下卷） ，作者：托克维尔；

《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作者：加布里埃尔·Ａ·阿尔
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徐湘林译；

《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作者：罗伯特·Ｄ·帕特南
著，王列等译；

３２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
译；

《 反思现代性》 ，作者：Ｓ．Ｎ．艾森斯塔特著，旷新年，王爱松译；
《 中国的现代化》 ，作者：吉尔伯特·罗兹曼；

《 历史主义贫困论》 ，作者：卡·波普尔著，何林等译；

《２１ 世纪资本论》 ，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
课程中文名称

原著译读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国际政治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教学方法：

１． 课前预习、课堂精读、评论和讨论；

２． 结合课程内容做学术练习，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１． Ｐｒｅ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
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尤其是专业英文著作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２． 巩固专业理论，把握学科前沿，培养运用理论分析时政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论：国际政治理论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Ａ 经典理论选读

１． 现实主义理论

（１）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 ２００１， ｐｐ．２９ － ３６；

（２）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国际政治理论》 （ 世界政治与国
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９ － １０１ 页。
思考题：（１）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什么？ （２） 现实主义理论谱系及其影
响。

２． 自由主义理论

（ ３ ）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权力与相互依赖》 （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 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０ － ３２ 页） 。
思考题：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贡献及其不足在哪里？

３． 建构主义理论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２７

（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 “ Ａ Ｍａｐ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 （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２ －
３３ 页；

（５）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思考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与作用是什么？
Ｂ 当代前沿选读

４． 全球化大趋势

（６） 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７） Ｍａｒｋ Ｌ． Ｈａａｓ： “ Ａ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１ （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７） ， ｐｐ．
１１２ － １４７．

思考题：（１） 全球化没有没终结？ 当前的全球化出现了什么问题？ （２） 影响当
代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趋势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５． 全球政治的热点

（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ｗ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 ；

（９ ）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５： Ａ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ｐｐ１ － ３９．

思考题：（１） 如何理解国际油价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２） 全球治理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
Ｃ 美国外交

６． 美国政治、社会与外交

（１０ ）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ｅａｄ： “ Ｔｈｅ Ｊａｃｋｓｏｎ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

（１１）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Ｗｈｏ Ａｒｅ
Ｗ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０４， ｐｐ．３ － ２０。
思考题：（１） 杰克逊主义死了吗？ （２） 多元文化主义会不会制造西方的衰落？

７． 美国外交思想

（ １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０６） ；

（１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ｐｃｈａｎ ＆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 Ｄｅ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２ （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７） ， ｐｐ．７ － ４４．
思考题：（１）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谁是新保守主义者，新保都干了些什么？ （２）
极化的美国是否民主的宿命？

３２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８． 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

（１４）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

（１５）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Ｒ． Ｒｕｂｉｎ：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Ｊａｎ ／ Ｆｅｂ．２００７） ；
（１６） Ｍｒ． Ｙ： “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１．
思考题：美国在衰落吗？ 衰落的美国对世界及中国意味着什么？
Ｄ 中美关系

（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０５．

Ｊａｍｅｓ Ｂ．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０９．

（１８） Ｈｅｎｒｙ Ｍ． Ｐａｕｌｓｏｎ Ｊｒ．， “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８．

（１９）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 “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２５ － １４１．
（２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Ｊ． Ｎｙ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４３ － １５３．

思考题：（１） 如何破解中美之间的“ 结构性的矛盾” 及霸权的宿命？ （２） 如何推
进中美之间的合作？
Ｅ 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１． 课前预习、课堂精读、评论和讨论；

２． 结合课程内容做学术练习，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课堂考查：本学期将安排两次测验，每次考查的成绩占最后分数的 ２０％，共
计 ４０％；主要考查理解、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２． 期末考试：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将以闭卷方式考试，考试成绩占最后分数的
教材

６０％；考试的内容包括英汉翻译、阅读理解和论述。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政治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３２９

本课程系统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五大理论，
国际贸易的政治学、跨国投资的政治学，国际金融的政治学，发展和转型的政
治经济学，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Ｄ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欧洲和美国，经过近 ４０ 多年的发
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西方各大学学习国际关系的一门最为基础的课
程。 本课程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以及具体研
究问题和领域的系统介绍，使得本科生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既懂政治又通经济
的复合型人才。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总论（６ 课时）

１． 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与研究议题，２． 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范
式与研究路径，３． ＩＰＥ 在中国：２０ 年的成就与挑战。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基础（９ 课时）

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１． “ 世界体系” 与历史时段，２． “ 世界体系” 的基本动力，３． “ 世界体系” 的历史
遗产。

第二部分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１８ 课时）

要求学 生 对 相 互 依 存 论 （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 霸 权 稳 定 论 （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 、 国 家 主 义 理 论 （ Ｓｔａｔ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 ； 依 附 理 论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和世界体系论（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把握。 同时希
望学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了解。
第二章

相互依存理论：合作与国际机制

１． 相互依存论的兴起，２． 相互依存论的基本观点，３． 相互依存论的贡献及面
临的挑战。
第三章

霸权稳定理论：霸权与世界经济

１． 霸权稳定论的兴起，２． 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３． 霸权稳定论的影响和局
限性。

第四章

国家主义理论：国内政治、国家利益与对外经济政策

１． 国家主义理论的复兴，２． 国家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３． 国家主义理论的贡
献及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

依附理论：核心、边缘与依附

第六章

世界体系理论：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

１． 依附理论的兴起，２． 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３． 依附理论的贡献及其争论。
１． 世界体系论的兴起，２． 世界体系论的基本观点，３．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及争
论。

３３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七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超越“ 范式之争” ？

１． 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与国际政治经济学，２． 国内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政策
偏好与制度选择，３． 国际体系：制度设计与战略选择。
第三部分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１８ 课时）

在现实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着框定世界市场的国际金融
和货币、国际贸易、跨国直接 投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一体化诸问题进行
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理论的演进，还是政策建
议，也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第八章

国际金融和货币的政治学

１． 国际金融和货币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汇率制度选择和国际货币体系，２． 汇
率制度选择的三种解释模式，３． 汇率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４． 金融危机与国
际货币体系。
第九章

国际贸易的政治学

１． 贸易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政治联盟、对外贸易政策与全球贸易机制，２． 关于
国际贸易的三种传统范式及其困境，３． 新政治经济学：政府偏好与对外贸易
政策，４． 全球贸易制度安排：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第十章

跨国公司与国家

１． 直接投资政治学的核心议题：跨国公司、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２． 直接投资
的政治学：三种理论模式及其超越，３． 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４． 跨国公司与国
内政治。
第十一章

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

１． 关于中国转型的两种不同理论解释，２． 国家战略目标、国内约束与制度调
整，３． 国际资本、商业网络、工业生产周期与制度调整。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考试以论文形式，占 ３０％； 期末以闭卷方式，占 ７０％。

办法
教材

《 国际政治经济学》 ，作者：朱文莉；

《 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 ，作者：王正毅。
参考资料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公共政策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３３１

《 国际公共政策导论》 将介绍并探讨国际公共事务领域的政治机制、政策过程
及相关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 学生通过本课程，应初步具备在理论与实证
结合基础上理解与分析全球公共政策主要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本课程将
为有志于国际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与实践的学生提供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钻研的
方向与空间。

课程英文简介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
当前的全球公域治理正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需要相关从业者与研究人员从
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出发寻找答案。 国际公共政策不是单纯的国家间关系
研究，它还涵盖国内政治、国内公共政策过程、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跨国家及
超国家行为的角色等，除了单纯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国际公共政策还包括专项
问题领域如卫生、教育、难民、环境、能源、反恐、经贸、军控等。 思考国际公域
中上述问题的管理与治理，需要兼顾国家与全球视角，考虑不同利益、制度、文
化之间的异同，以跨国家、超国家的治理机制建设与运行为目标。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学期规划

第 １ 周：课程介绍与学期展望（９ 月 １１ 日）
－什么是国际公共政策
－为什么要学习国际公共政策
－学期基本规划
－本课教学目标

－考勤、作业、考试等后勤安排

第二部分：国际公共政策的内核与外延

第 ２ 周：国际公共政策的内涵与领域（９ 月 １８ 日）
－国际公域的内涵
－国际公共政策的外延
－不同的治理理论模式

第 ３ 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行为体 Ｉ（９ 月 ２５ 日）
－主权国家
－国际组织

第 ４ 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行为体 ＩＩ（１０ 月 ９ 日）
－私有部门
－个人层面

第三部分：国际公共政策主要领域

第 ５ 周：国际组织与国际法（１０ 月 １６ 日）
－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

－权力、机制与规则

３３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 ６ 周：气候与环境治理（１０ 月 ２３ 日）
－可持续发展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政治与规制

第 ７ 周：期中考试（１０ 月 ３０ 日）

第 ８ 周：全球能源安全（１１ 月 ６ 日）
－纪录片播放
－课堂讨论

第 ９ 周：医疗卫生治理（１１ 月 １３ 日）
－专家讲座

第 １０ 周：弱势群体扶助（１１ 月 ２０ 日）
－妇女儿童权益
－移民与难民治理

教学方式

本课将采用大课授课模式，辅以随堂调研报告、纪录片观看与课堂讨论。 部分
专题章节将邀请课外专家学者、相关领域资深官员等进行专题讲座。

学生成绩评定

课程要求与评分标准。

办法

课堂出勤：１０％；调研报告：１５％；阅读评论：１０％；期中考试：１５％；期末考试：

教材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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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３３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这门课是针对本科生，尤其是本科留学生特点开设。 课程将全面介绍当代中
国政治以及公共决策过程。 这门课强调中国政治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学生将初步了解当代中国政府、政治与社会，并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各种
决策以及社会问题的背景以及处理方法。 例如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计划生
育、经济改革、政治发展等不同领域。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生全面了解中国
政治与社会。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ＣＰ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教学基本目的

这门课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学习，学生将初步了解中国政治与政府决策过程，并
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主要问题有了全面了解。 为以后研究生阶段学习
这门课程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课程简介：清末明初民国初期与共产党的诞生

简介共产党诞生、发展历史，以及如何取得政权建立新中国

２．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简介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初期建设成绩，抗美援朝、中苏关系破
裂、文革、中美建交

３． 邓小平时代：经济改革

简介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有制经济改革。

４． 后邓小平时代：经济快速发展

简介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巨大变革，中国
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５， 中央和地方关系

中国中央和地方历经几次大调整，尤其是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了当
今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

６， 中央政府决策过程

中央政府分为党的系统和行政系统，两大系统各司其职，决策模式和过程各有
特点。

７， 地方政策决策过程

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地方的特点，制定各地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决策模式。

８， 国家与社会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３５

９．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以及公共政策（ 上）
失业、腐败、恐怖事件及其管理。

１０．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以及公共政策（ 中）

户籍管理、贫富差距、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公共管理政策。

１１．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以及公共政策（ 下）
住房、教育、医疗改革以及管理。

１２，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

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发展、影响以及政府公共管理。

１３． 少数民族管理

简介中国少数民族的管理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权利的保护。

１４， 大众政治参与

中国人民如何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１５，中国与世界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关系、台湾问题、南海问题。

１６． 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未来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展望。

教学方式

教学以讲授为主，学生课堂讨论为辅，重点问题将邀请个别专家课堂讲授。 考
试才用闭卷考试加研究报告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出勤与讨论：１０％；期中读书报告：１５％；期末研究报告：２５％；期末闭卷考

办法

试：５０％。

教材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ｆｏｒｍ，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参考资料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ｅ －Ｍａｒｉｅ Ｂｒａｄ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８，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ｎｉａｎ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教授学生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学习掌握决策分析与群体决
策、系统分析、图与网络分析等多种定量研究方法，并基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具
体问题及案例展开实际应用。 培养学生文理复合的知识体系，以及应用多学
科理论与方法解决社会科学问题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ｒａｉｎ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ｅａｃ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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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 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ｓ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培养学生掌握多学科的定量分析方法：决策分析与群体决策、系统分析、图与
网络分析等，并帮助学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展开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引论（３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决策理论（２４ 学时）
第二讲 决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第三讲 决策主体（ 上）
个体决策行为、群决策、投票理论
第四讲 决策主体（ 下）
社会选择函数与社会福利函数、谈判、协商与仲裁
第五讲 决策方法（ 上）
确定型决策方法、风险型决策方法
第六讲 决策方法（ 中）
不确定型决策、效用理论
第七讲 决策方法（ 下）
贝叶斯决策分析
第八讲 决策环境
第九讲 决策客体
第二部分 系统分析（６ 学时）
第十讲 多目标评价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第十一讲 数据包络分析
第三部分 图与网络分析（１２ 学时）
第十二讲 图、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第十三讲 小世界网络及实验
第十四讲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第十五讲 社会网络分析的实证研究
第四部分 计算机建模与仿真（３ 学时）
第十六讲 计算政治科学（ 拓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８０％） 、软件教学（２０％） 。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表现：１０％；期中作业：４５％；期末考试：４５％。

办法
教材

定量分析方法，许晓东

参考资料

《 社会科学计算实验理论与应用》 ，盛昭瀚等；
《 社会科学计算实验基本教程》 ，盛昭瀚等；
《 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案例分析》 ，盛昭瀚等；

《 管理系统集成模拟原理与应用》 ，胡斌，蒋国银。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３７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名家讲座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国际组织如何运作？ 如何影响国际格局？ 如何解决全球治理问题？ 本课程通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过邀请名家讲座，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讨国际组织如何解决安全、发展、能
源、环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问题。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将（ １） 了解不

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如何具体运作，（２） 理解并深入分析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
全球治理中的作用，（３） 学会撰写解决当下重要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计划。
课程英文简介

Ｈｏｗ ｄ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ｓ ｄｏ 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ｖｉｔｅｓ ＩＯ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ｔｏ ｇｉ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 １ ）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ＩＯ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２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３）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ｉｍ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该门课程探旨在达成四个目的。 第一，让学生系统性地理解国际组织及其在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通过专题讲座，使学生直观地了解国际组织的实际
运作方式，并探索国际组织如何在解决安全、经济、发展、能源、卫生等问题的
过程中发挥实质作用。 第三，通过专题讲座，使学生了解区域国际组织对国际
关系的影响。 第四，教授学生如何撰写研究计划，为未来在国际组织中工作打
好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框架梳理，介绍国际组织的历史沿革、国际

应学时分配

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作用的演变。 同时，这部分
教学将系统性讲解如何撰写研究计划，为期末大作业做准备。 课程第二部分
为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围绕前沿全球问题展开主题讲座，结合实践经验，探讨
国际组织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部分结束时将进行期中考试。
第三部分也由专家讲座组成，探讨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全球影响。
第一周

课程介绍：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第一部分：框架梳理
第二周

历史长河中的国际组织

第三周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组织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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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中国与国际组织

第二部分：全球治理专题
第五周

安全

第六周

经济与贸易

第七周

能源与环境

第八周

援助与发展金融

第九周

医疗、卫生与教育

第十周

期中考试

第三部分：区域与国际组织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教学方式

亚洲 （ 期末研究计划大纲截止）
非洲

第十三周

拉美

第十四周

中东

第十五周

欧洲

本课程的教学方式包括课堂讲授、专家讲座、课上提问与讨论、课下写作等。
学生必须认真听取讲座内容，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并就某一感兴趣问题撰
写研究计划。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平时成绩（３０％） ；

２． 期中成绩（３０％） ：考试范围：第 １ ～ ９ 周内容；

３． 期末成绩（４０％） ：研究计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其中大纲占 １０％，最终报
告占 ３０％。

研究计划：假设你向某一国际组织申请经费，请求他们资助一个你感兴趣的研
究项目。 请撰写研究计划（ 不超过 ３０００ 字） ，内容包括：

１． 研究问题；
２． 项目意义；
３． 文献综述；
４． 研究方法；
教材

５． 预期成果。

参考资料

课程中文名称

谈判模拟与国际文书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３３９

外交谈判是指以国家为主体或由国家授权的合法代表为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
目标而从事的谈判行为，国际上也称为国际谈判。 本课旨在介绍外交谈判的
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践策略，主要内容包括谈判分析的理论框架，当代外交谈判
的行为体和利益相关者，影响谈判进程与结果的特定因素，以及谈判者如何有
针对性地准备谈判策略和运用谈判技巧。 本课程的特色在于把谈判理论、实
践和应用融为一体，学生学习外交谈判的理论与策略并非只对参加国家间的
谈判有用，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谈判和人际交流也有帮助。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外交谈判是指以国家为主体或由国家授权的合法代表为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
目标而从事的谈判行为，国际上也称为国际谈判。 本课旨在介绍外交谈判的
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践策略，主要内容包括谈判分析的理论框架，当代外交谈判
的行为体和利益相关者，影响谈判进程与结果的特定因素，以及谈判者如何有
针对性地准备谈判策略和运用谈判技巧。 本课程的特色在于把谈判理论、实
践和应用融为一体，学生学习外交谈判的理论与策略并非只对参加国家间的
谈判有用，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谈判和人际交流也有帮助。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论
第一节 谈判的本质
第二节 谈判的理论
第三节 外交谈判的特点
专题一 谈判的模式
第一节 分配式谈判
第二节 整合式谈判
专题二 外交谈判的行为体
第一节 传统模式中的行为体
第二节 替代模式中的行为体
第三节 谈判中的个人
专题三 谈判的准备和计划
第一节 目标、议题的设定
第二节 分析对手和形势
第三节 情境评估
专题四 外交谈判的常用策略
第一节 行为体相关的策略
第二节 议题相关的策略
第三节 进程相关的策略
专题五 调停谈判
第一节 国际冲突解决与调停
第二节 调停者的作用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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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调停谈判策略
专题六 多边谈判
第一节 多边谈判与国际公共产品
第二节 多边谈判中的联盟
第三节 跨文化谈判
专题七 模拟谈判活动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在每一讲之后布置思考题进行课堂或课外讨论，并根
据需要在期中完成 １ ～ ２ 篇书面作业，期末考试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以闭卷形
式进行。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出勤与参加讨论及完成作业情况占本课程总成绩的 ３０％，期末考试占

７０％。 考勤以抽查方式进行，若三次缺课，则取消本课程成绩。
《 外交谈判》 ，熊炜

《 国际公共产品合作与外交谈判：利益、制度和进程》 ，熊炜，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 谈判分析》 ，〔 美〕 霍华德·雷法、约翰·理查森、戴维·梅特卡夫，詹正茂等
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外交谈判导论》 ，〔 美〕 布里吉特·斯塔奇、马克·波义耳、乔纳森·维尔肯菲
尔德著，陈志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谈判者心智》 ，〔 美〕 利·汤普森著，燕清联合、于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谈判学》 ，〔 美〕 罗伊·列维奇、布鲁斯·巴里、戴维·桑德斯、约翰·明顿等，
（ 廉晓红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冲突的战略》 ，〔 美〕 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版。

《 美国人是如何谈判的》 ，〔 美〕 理查德·所罗门、奈杰尔·昆内著，北京：时事
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Ｏｌ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ｏｌｏｍａｎ，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Ｃａｌｉｆ： Ｒａｎｄ， １９９５．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Ｐ．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Ｈｏｐｍａｎ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Ｆｒａｎｋ Ｒ． Ｐｆｅｔｓｃ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７．
课程中文名称

中外文化比较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４１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是一个在国际交往中引起广泛关注的
问题。 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是有效的国际交往的基本前提。 本课程
从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基本特征、世界主要的文化类型，以及文化比较的主要
理论和方法入手，介绍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
性，目的是让学生们对文化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体验，为提升他们理解不同文化
之下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能力，以及国际交流与沟通的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ｅ ’ 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是一个在国际交往中引起广泛关注的
问题。 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是有效的国际交往的基本前提。 本课程
从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基本特征、世界主要的文化类型，以及文化比较的主要
理论和方法入手，介绍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
性，目的是让学生们对文化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体验，为提升他们理解不同文化
之下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能力，以及国际交流与沟通的能力打下一定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文化的概念与文化的构成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 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差异
第三讲 文明、文化与亚文化
第四讲 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衰亡
第五讲 影响和制约文化发展的基本因素
第六讲 几种代表性的文化及其基本特征
第七讲 文化比较的理论与方法
第八讲 文化比较的基本维度

第九讲 中外文化比较（ 一） ：世界图景与思想原则
第十讲 中外文化比较（ 二） ：宇宙秩序中的人
第十一讲 中外文化比较（ 三） ：人与人的关系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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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中外文化比较（ 四） ：艺术与创造
结束语 文化的多元与交融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文献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讨论、期中论文、期末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中西文化比较》 ，李军等

《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
《 中西文化比较》 ，徐行言
《 中华文明史》 ，袁行霈等
《 中国文化史》 ，冯天瑜

《 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 ，李庆本
《 西方文明史》 ，约翰·Ｂ． 哈里森等

《 西方文明史———延续不断的遗产》 ，马克·凯什岚斯基等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没有。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从思潮、运动和制度三个层次系统地描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和
发展，其中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分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懂的原因，
总结了其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ｓ ｉｔｓ ｏｒｉｆｌａｍｍ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ｗｅ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在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了解世界社会
主义的全貌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形成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看法，进而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曲折
发展的成因，更加深刻地认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４３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滥觞（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节 人类优秀政治文化的历史沉淀；第二节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第三节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第四节 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政治后果；第五节 空想社
会主义。
第二章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２ 学时）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第二节 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三节 社
会主义革命理论；第四节 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
第三章 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２ 学时）
第一节 法俄等国的无政府主义；第二节英国的改良社会主义；第三节 德国的
拉萨尔主义及其影响；第四节 俄国的民粹主义。
第四章 三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 三学时）
第一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节 第一国际
第三节 第二国际。
第五章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野（３ 学时）
第一节 第二次科技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第二节 改良还是革命；第三节 社会民
主党的裂变；第四节 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歧。
期中考试（２ 学时）
第六章 两大工人组织的对立与合作第（ 三学时）
第一节 分庭抗礼与最初的聚合尝试；第二节 两个国际的对峙；第三节 再次走
向合作；第四节 退出历史舞台。
第七章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３ 学时）
第一节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节 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三节 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的扩展。
第八章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对东欧和中、越、朝的影响（ 三学时）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第二节 苏联模式在东欧的推广；第三节 苏
联模式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确立。
第九章 亚非拉的社会主义（ 两学时）
第一节 亚非拉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概况；第二节 亚非拉社会主义的主要类
型；第三节 亚非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十章 新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 两学时）
第一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第二节 西方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第三节
新科技革命对东方社会主义的冲击。
第十一章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三学时）
第一节 苏联有限的政治经济体制调整；第二节 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模式的努
力；第三节 改革的主要障碍因素。
第十二章 苏联东欧剧变（ 四学时）
第一节 改革困境中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第二节 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三
节 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第四节 东欧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
践。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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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为主，辅以影像教学和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总期末总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平时测验、读书报告、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办法

平时测验课堂随时进行，既能代替费时的点名，又可看出同学自己的主见。 本
学期将进行两次，随机进行，不事先通知。 每次 ５ 分，共 １０ 分，占总成绩的

１０％。

读书报告，可以在期末考试之前的任何时间交，１０ 分，占总成绩的 １０％。
期中考试闭卷随课进行，不留专门的复习时间，２０ 分，占总成绩的 ２０％。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考试闭卷，６０ 分，占总成绩的 ６０％。

《 世界社会主义史论》 ，作者：黄宗良、孔寒冰。

《 苏南冲突经历》 ，作者：德迪耶尔；《 张光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
史分野》 ，作者：张光明；《 社会主义思想史》 ，作者：高放等；《 东欧共产主义的
兴衰》 ，作者：福凯斯；《 国外学者论苦斯大林模式》 ，作者：李宗禹；《 世界社会
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黄宗良；《 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 ，作者：陆南
泉；《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作者：刘祖熙；《 南斯拉夫的实验》 ，作者：拉西
诺；《 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 ，作者：纳吉；《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 ，作
者：沙夫。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传统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历史长久、民族共和的共同体。 传统中国的政治制
度极其丰富，也极其成熟、发达。
本课程涵盖的范围，上起周秦，下迄明清。 主要包括导论、皇帝制度、宰相
制度与文官体制、封建制与郡县制、选举制与科举制、乡绅制度、变法与改制等
专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ｑｕｉｔｅ ｒｉｃｈ，
ｖａｒｉ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４５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ｑｕｉｒｅｈ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１、本课程旨在深化学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并通过中西比较、古今比较，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政治学知识体系。

２、启发并鼓励学生讨论（１） 思想观念与典章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理念、制度
与实际政治之间的关系，（２） 成文制度和不成文的政治规则之间的关系，（ ３）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４） 中国政治与外国政治的关系。

３、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出发、从实际经验出发（ 而非机械地从西方政治学的概
念、价值出发） ，诚心正意地重新理解并解释政治现象。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一、导论（３ 学时）

１、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２、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意义、内容与方法。
二、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３ 学时）
三、传统政治与社会（３ 学时）
四、封建制与郡县制（３ 学时）
五、皇帝制度（１２ 学时）
六、宰相制度与文官体制（６ 学时）
七、选举制与科举制（６ 学时）
八、传统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及乡绅制度（３ 学时）
九、变法与改制（６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此外，安排不少于 ６ 学时的课堂讨论。

以讲授和课堂讨论为主，每次课前要求读完指定的阅读材料。
期中完成一篇至少 ５０００ 字的论文，期末闭卷考试。 成绩评定包括：课堂参与

２０％，期中论文 ３０％，期末闭卷考试 ５０％。
暂无

《 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苏力；《 中国政治思想史》 ，作者：萧公权；作者：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 孟子》 ，各种版本均可；《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
钱穆；《 上神宗皇帝书》 ，作者：苏轼；《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封建论》 ，
作者：柳宗元；《 秦政记》 、《 秦献记》 ，作者： 章太炎；《 史记·秦始皇本纪》 ；《 史
记·高祖本纪》 ；《 明夷待访录·原君》 ，作者：黄宗羲；电视连续剧：《 雍正王
朝》 、《 大明王朝 １５６６》 ；《 诸葛亮集》 ；《 张居正大传》 ，作者：朱东润；《 韩非子评

论 与友人论张江陵》 ， 作者： 熊十力；《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作者：阎步克；
《说八股》 ，作者：启功、张中行、金克木；《 劝学篇》 ，作者：张之洞，《 经学·科举
·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 ，作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ｌｍａｎ；《 皇权与绅权》 ，作者：费孝
通、吴晗等；《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作者：王安石；《 康有为全集》 ；《 康有为上清
帝书》 ；《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作者：刘坤一、张之洞。

３４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开课单位

国际关系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旨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使学生能够掌握相关核心概念，
理解不同理论之间在前提假设、主要观点和政策推论方面的差异，了解不同理
论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利用理论分析和解释国际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本课旨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使学生能够掌握相关核心概念，
理解不同理论之间在前提假设、主要观点和政策推论方面的差异，了解不同理
论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利用理论分析和解释国际问题。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旨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使学生能够掌握相关核心概念，
理解不同理论之间在前提假设、主要观点和政策推论方面的差异，了解不同理
论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利用理论分析和解释国际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现 实 主 义 国 际 关 系 理 论 （ Ⅰ） ； 第 二 讲

（ Ⅱ） ；第三讲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Ⅰ） ；∗第一次小班讨论课———现实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第四讲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Ⅱ） ；∗第二次小班讨

论课———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第五讲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 Ⅰ） ；第六

派；第七讲

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Ⅰ） ；∗第

讲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 Ⅱ） ；∗第三次小班讨论课———建构主义与英国学
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第八讲

四次小班讨论课———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 ＆ 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Ⅰ） ；第九
讲

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Ⅱ） ；第十讲

心理学路径的国际关系理论；∗第

五次小班讨论课———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Ⅱ） ＆ 心理学路径国际关系理论；
第十一讲

威慑理论；第十二讲

世界政治的变迁与全球治理；∗第六次小班

讨论课———威慑理论 ＆ 世界政治的变迁；第十三讲

中国与国际关系理论；

∗第七次小班讨论课：中国与国际关系理论；总结与答疑：国际关系理论的发
展与未来。
教学方式

１、课堂讨论：每位同学都需要在课前认真阅读材料并积极参与小班课的讨；

２、阅读作业：每位同学需要针对某三次课（ 不包括自己课堂报告所涉及的阅读

材料） 的阅读材料写三份小作业，总结和梳理这些阅读材料的主要观点并进行

简要分析，每篇不超过 ２０００ 字；
３、课堂报告：每个小组（２ － ３ 人） 需要针对某一次小班讨论课的阅读材料进行
课堂报告，要求对阅读材料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提出讨论问题，时
间 ３０ 分钟左右。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讨论：占 １５％；阅读作业：占 １５％；课堂报告：占 ２０％；期末考试占 ５０％

国际关系学院

３４７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西方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导读》 ，作者：秦亚青；《 摩根索理论的现实性与非现
实性———＜国家间政治＞译序》 ，作者：王缉思；《 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
的必要》 ，作者：时殷弘；《 一代巨擘褒与贬》 ，作者：张睿壮；《 大国政治的悲剧》

（ 修订版） ，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
系理论述评》 ，作者：秦亚青；《 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 民主和平论” 》 ，作
者：王逸舟；《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 ，作者：宋国友；《 国际制度转
型与中国的应对》 ，作者：吴志成、董柞壮；《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
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作者：秦亚青；《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
研究》 （ 第四版） （ 张小明译） ，作者：亨德利·布尔；《 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
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作者：张小明；《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李英

桃教授访谈》 ；《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和挑战》 ，作者：杨洁勉；
《 从民意调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 ，作者：谢韬；《 译序：大国过度扩
张的国内政治机理———杰克斯奈德及其＜帝国的迷思＞》 ，作者：于铁军；《 帝国
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 （ 于铁军等译） ，作者：杰克斯奈德；《 决策的本
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 王伟光、王云萍译）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
森，菲利普·泽利科；《 南海翻波（ 一） 》 ，国际危机组织；《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
错误知觉》 ，作者：罗伯特 · 杰维斯，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
系》 ，作者：尹继武；《 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美关系的知
觉性解释》 ，作者：王栋；《 军备及其控制》 ，作者：托马斯·谢林；《 国际政治中

的强制：定义、分类及分析模式》 ，作者：胡欣；《 核时代、核威慑与“ 核和平” 》 ，
作者：刘德斌；《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作者：唐世

平；《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 安雯译） ，作者：斯蒂芬·平克；
《 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 ，作者：何亚非；《 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 ，作者：
赵汀阳；《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秦亚
青；《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阎学通；《 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
终结吗？》 ，作者：胡令远、王高阳；《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和出
路》 ，作者：王缉思。

法

学

院

课程中文名称

刑事诉讼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宪法，法理，刑法，民事诉讼法

课程中文简介

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以刑事诉讼立法、刑事诉讼实务和刑事诉讼理论为主要
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科，它是法学院开设的十四门基干课之一，也是国家司
法考试的重点科目。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ａｗ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ｓ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ｂａｃｋｏ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ｂｙ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基本目的

本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讲授，让学生掌握国家有关刑事诉讼活动
的基本法律规定，各法律条文的基本含义，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运用；
掌握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办理刑事案件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导论 授课时数（３ 学时）

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根据、目的和任务 授课时数（１ 学时）

第三章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４ 学时）

１． 刑事诉讼法学概论，２．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

１． 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根据，２．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３．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１．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２． 公安、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３． 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４． 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５．

正当程序原则，６． 无罪推定原则，７．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８． 国家追诉便
宜主义原则。
第四章

刑事诉讼主体（ ４ 学时，助教第一至第四章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

（ 不计入授课时数） ）

１．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２．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３． 当事人，４． 其他诉讼
参与人。
第五章

管辖（２ 学时）

第六章

回避（１ 学时） 授课时数：１ 学时

１． 管辖概述，２． 立案管辖，３． 审判管辖。

１． 回避概述，２． 回避的种类，３． 回避的理由和人员范围，４． 回避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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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辩护与代理（３ 学时） 授课时数：３ 学时

第八章

证据（６ 学时，助教第 ５ ～ ８ 章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 不计入授课时

１． 辩护，２． 代理。
数） ）

１． 证据制度概述，２． 证据的种类，３． 证据的分类，４． 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
５． 证明。
第九章

强制措施（３ 学时） 授课时数：３ 学时

第十章

附带民事诉讼（２ 学时）

１． 强制措施概述，２． 拘传，３． 取保候审，４． 监视居住，５． 拘留，６． 逮捕。
１． 附带民事诉讼概述，２．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３．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和审判程序。
第十一章

课时数） ）

期间和送达（１ 学时，第 ９ ～ １１ 章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 不计入授

１． 期间，２． 送达。
第十二章

立案（１ 学时）

第十三章

侦查（３ 学时）

１． 立案概述 ，２． 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３． 立案的程序。
授课时数：３ 学时

１． 侦查概述，２． 常规侦查措施，３． 特种侦查措施。
第四节 侦查终结
第十四章

提起公诉（２ 学时，助教第 １２ ～ １４ 章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 不计

入授课时数） ）

１． 提起公诉概述，２． 审查起诉，３． 提起公诉，４． 不起诉。
第十五章

审判概述（２ 学时）

第十六章

第一审程序（４ 学时，助教播放中美德三国庭审演示录像，课时待

１． 审判的概念、任务和意义，２． 审判组织，３． 审判制度。
定（ 不计入授课时数） ）

１． 第一审程序概述，２． 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３．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４． 简易
程序，５． 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十七章

第二审程序（２ 学时）

１． 第二审程序概述，２． 上诉和抗诉，３． 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理，４． 上诉不加
刑原则。

第十八章

死刑复核程序（１ 学时） 授课时数：１ 学时

１． 死刑复核程序概述，２．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程序，３． 判处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案件的核准程序。
第十九章

审判监督程序（２ 学时） 授课时数：２ 学时

１．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２．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３．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
的重新审判。
第二十章

执行（２ 学时）

３５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 执行概述，２．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３． 执行中的刑罚变更，４． 执行过
程中的法律监督及对新罪和漏罪的追诉和申诉的处理。
第二十一章

特别程序（４ 学时，助教第 １５ ～ ２１ 章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 不

计入课时数） ）

１．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２． 刑事和解程序，３． 强制医疗程序，４． 犯罪违
法所得追缴及没收程序。

课程串讲，主讲教师，２ 学时，计入授课时数。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课外自习和答疑、辅导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 刑事诉讼法》 ，作者：陈光中。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私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集中讨论国际私法的若干重要领域，诸如法律适用的基本理论、基本
原则、基本规范和基本制度，同时从国内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入手，着重研究
涉外民商事主体、涉外物权、涉外知识产权、涉外债权、涉外婚姻家庭、涉外继
承权等领域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鉴于我国现已成为一个多法域国家（ 内
地、香港及澳门） ，本课程还将单独阐述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为使涉外民商事
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能够得到充分、切实的保障， 本课程亦将对国际民事诉讼
和国际商事仲裁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ｏｒｔ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Ｎ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ｆｕｌｌｙ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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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不论是否学过法律，也不论将来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遇有涉外民商事法
律问题，本课程所涉及的内容就都应当予以应用，该课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学
科。 学生们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对涉外民商事往来中如何解决法律冲突、
法律适用以及确定法院管辖权等事项有系统的了解和明确的认识。 主讲教师
将结合丰富的国内外相关案例，深入浅出地介绍、分析和评价该领域的具体内
容，这不仅使得学生学到该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开阔眼界，同时还可以
在学习过程中训练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本课程，
让学生们能够在当今中国经济腾飞、对外交往迅速扩大的时代背景下，及时提
升自身的竞争实力，并且掌握一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工具，以应对当今
纷繁复杂的涉外民商事实务。

内容提要及相

总学时：３４

应学时分配

第一编

总

第一章

国际私法绪论（６ 学时）

论

１． 国际私法概述，２． 国际私法的渊源，３． 国际私法的性质，４． 国际私法的基本
原则。

第二章

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４ 学时）

１． 萌芽阶段的国际私法（１３ 世纪以前） ，２． 国际私法的理论沿革，３． 国际私法
的立法沿革，４． 中国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
第三章

冲突规范（１ 学时）

第四章

冲突规范的有关制度（６ 学时）

第二编

分

第五章

国际私法的主体（１ 学时）

第六章

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１ 学时）

１． 冲突规范概述，２． 冲突规范的结构和类型，３． 系属公式，４． 准据法
１． 识别，２． 反致，３． 公共秩序保留，４． 法律规避，５． 外国法内容的证明
论

１． 自然人，２． 法人，３． 国家，４． 国际组织，５． 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
１． 涉外物权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２．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３． 国家财产豁免
原则，４． 国有化与补偿的法律适用。
第七章

涉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１ 学时）

１． 涉外知识产权概述，２． 涉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３． 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
条约，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５． 我国法律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八章

涉外债权的法律适用（１ 学时）

１． 涉外之债概述，２． 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３． 涉外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
适用，４． 涉外不当得利之债和涉外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适用。
第九章

涉外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１ 学时）

３５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 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２． 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３． 涉外夫妻关系的法律适
用，４． 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５． 涉外扶养和监护的法律适用。
第十章

涉外继承权的法律适用（１ 学时）

１． 涉外继承权概述，２． 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３． 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
用，４．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
第三编
第十一章

专

论
区际法律冲突（１ 学时）

１． 区际法律冲突概述，２． 区际私法概述，３． 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
第四编

第十二章

程序论

国际民事诉讼（１ 学时）

１． 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述，２．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３． 国际民事司法管辖权，
４． 国际司法协助。
第十三章

国际商事仲裁（１ 学时）

１． 国际商事仲裁概述，２． 国际上主要的常设国际商事仲裁机构，３． 国际商事
仲裁协议，４．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５．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机动（２ 学时）
期末考试（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之以案例分析，兼采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提交一篇论文（ 占 ３０％） ，期末闭卷考试（ 占 ７０％） 。

办法
教材

《 国际私法论》 ，作者：张潇剑。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经济法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经济法是自 ２０ 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的法律部门，是资本主义和产业
发展达到新的阶段而产生的法律部门。 它最早以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
基础，进入 ８０ 年代以来，受到了社会法学、法律经济学，以及诸多经济理论的
影响，并且在实践中表现为以英美国家的公共职能私有化、市场化为代表的公
共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变化。 本课程侧重于介绍统治经济法的各个部门的核
心理论，也将分析和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实践。 具体内容包括经济
法的源流、理论框架、公私关系、实质正义和社会理论、规制理论、财产理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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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论、组织理论以及公共责任理论等，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产制度、公平竞争、关系型契约、企业间关系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ａ ｓｅｒｉｓ ｏｆ ｎｅｗ 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ｒｕ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ｉ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ａｓ ａ ｎｅｗ ｌｅｇａ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ｌｏｖｅｓ ｌ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ｅｇ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ｒｅ ｈｅａｖｌｉ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ｐｌｉｎａｒｉｅｓ ｌｉｋｅ Ｌａ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ａｗ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ｗ ’ 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ｌｉｋ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ｔｈｏｒｏｐｏｌ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ｈａｓ ａ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ｖａ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２０ｔｈ’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１９８０ｓ’ ｐｒｉｖ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ｋｅｒ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ｔ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ｄｒａｗ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ｉ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ｕｂ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ｍｂｅｄ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指导思想为：通过讲授和指导阅读、讨论等，引领选课学生掌握经济
法总论的基本框架，理解经济法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面临的核心问题，以及
框架性的体系。 要求：掌握和理解现行经济法制度的框架，阅读相关的主要研
究文献，包括一些外文文献，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制度和案例分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经济法是自 ２０ 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的法律部门，是资本主义和产业
发展达到新的阶段而产生的法律部门。 它最早以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
基础，进入 ８０ 年代以来，受到了社会法学、法律经济学，以及诸多经济理论的
影响，并且在实践中表现为以英美国家的公共职能私有化、市场化为代表的公
共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变化。 本课程侧重于介绍统治经济法的各个部门的核
心理论，也将分析和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实践。 具体内容包括经济
法的源流、理论框架、公私关系、实质正义和社会理论、规制理论、财产理论、合
同理论、组织理论以及公共责任理论等，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产制度、公平竞争、关系型契约、企业间关系等。

教学方式

以多媒体教学和板书教学结合，以口授为主，结合短时间的课堂讨论，提倡学
生提问和参与，并鼓励课堂听讲和课下讨论、预习和复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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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书面考试，以案例分析为主，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的原理和知识，分析问题，

办法

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材

《 经济法学》 ，作者：张守文（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教材） ；
《 经济法总论》 ，作者：史际春，邓峰。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商法总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民法总论，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债权法

课程中文简介

作为教育部确定的十四门法学基础课程之一，课程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介绍商
法的基本概念及商法在方法上的特点，１９４９ 年以后商法在中国发展及其与中
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商法在其它国家的发展趋势，为他们毕业后从事商法
方面的理论或实务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将侧重比较法方面的讲授，在介绍商法及其具体制度的共性的同
时，突出中国商法的特点。 在讲授中国的商法制度时，将着重训练学生查找并
分析法条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ｕｒ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４９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ｂ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ｉｓ ｔｏ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主要目的是向学生介绍商法的基本概念及商法在方法上的特点，１９４９ 年
以后商法在中国发展及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商法在其它国家的发
展趋势，为他们毕业后从事商法方面的理论或实务工作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一、绪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商法的历史考察（ 商法产生的原因；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立法例的具体原因考
察；商法的国际化与趋同化） ；中国民商合一体制下商法的价值（ 中国商法的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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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与对外国商法的继受；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民商合一体制下
商法的独立价值） ；学习商法应当注意的方法、教材、主体内容等。
二、 商事主体制度（ 一） （２ 学时）

商主体的概念；商主体的资格条件与经营范围；商主体登记制度；商事帐薄制
度。

三、 商事主体制度（ 二） （２ 学时）

商事中介主体（ 代理商；行记；经销商；特许经营商；居间） 。 我国商主体类型；
商号与商事人格权。

四、 商事主体制度（ 三） （２ 学时）

资本；营业范围；有限责任 ／ 无限责任。 商法人（ 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组织结
构；公司法人人格及其否认） 。

五、 商事登记制度（ 一） （２ 学时）

基本原理（ 登记之功能，商事登记与不动产权利登记制度的比较） 。
六、 商事登记制度（ 二） （２ 学时）

登记事项范围与程序（ 具体各项登记程序） ；商事登记之效力构造（ 与第三人
保护） 。

七、 商号制度（２ 学时）
基本概念，商号与商标的关系，商号构成上所应遵循的原则。 商号之取得与转
让所应具备的要件，商号保护的法律规制。
八、 营业及营业转让（２ 学时）
营业的概念，营业转让、企业转让、企业产权转让、股权转让之区分，营业转让
的基本法理。
九、 商事辅助人（２ 学时）
商事辅助人制度在商法上的意义，各种商事辅助人之区分及相应的制度构造。
十、 商行为制度（ 一） （２ 学时）

商行为与商主体的关系；商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商行为与法律行为理论。 商法
上的物权行为；商法上的债权行为；交互计算。
十一、 商行为制度（ 二） （２ 学时）

商事买卖；商事租赁：经营性租赁与融资租赁。 其它典型商行为考察（ 商中介
行为；商事运输行为；仓储）
十二、 商事账簿制度（２ 学时）
商事账簿的含义、具体类型、以及设置和保管商事账簿的基本制度。
十三、 商事信托（２ 学时）

信托概述；衡平法下的信托 ／ 制定法下的信托 ／ 商事信托；商事信托在中国的实
践：信托投资 ／ 特殊目的载体信托。
十四、 商事融资与担保（２ 学时）

公司融资的各种形式及主要法律安排；一般银行贷款；项目融资。
十五、 商事纠纷的解决（２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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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跨国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２ 学时）
调整跨国民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商事合同的准据法。

教学方式

讲授、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学生的考核主要由期中作业和期末考试组成。 期中交一篇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字的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小论文，占总成绩的 ３０％，期末进行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７０％。
《 中国商法》 ，作者：王保树；《 商法总论》 ，作者：赵中孚。
《 商法学》 ，作者：施天涛；《 商法》 ，作者：范健；
《 外国民商法精要》 ，作者：谢怀栻；

《 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 ，作者：范健；
《 德国商法》 ，作者：［ 德］ Ｃ． Ｗ． 卡纳里斯；
《 法国商法》 （ 第一卷） ，作者：［ 法］ 居荣；

《 判例所表现的商法法理：日本最高裁判所商法判例要旨（ １９６２ － ２００４） 》 ，作
者：马太广编译。

课程中文名称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高校法学专业 １４

门核心课程之一。 该课程全面、系统、深入阐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原则；行政法主体的
一般理论及行政主体的职责、职权、管理手段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
行为的一般理论及行政行为的性质、特征、构成要件、合法要件与各种类别行
政行为的运作程序；行政救济的一般理论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性质、功能、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管辖、程序与裁判标准；行政赔偿的一般理
论及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赔偿范围、方式、标准与程序等。 本课
程主要以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和行政法学说为基本研究对象，同时吸收、借鉴国
外行政法学研究的成果。 本课程力求在继承、批判和扬弃国外行政法学的控
权论、管理论、行政权力本位论、相对人权利本位论等各种学术流派的基础上，
形成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４ ｋｅ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ｅｄ ｉｎ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ｅｘ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 Ⅰ）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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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 Ⅱ ）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ｙ； （ Ⅲ）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ａ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 Ⅳ）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ｃｏｐｅ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Ⅴ）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ｃｏｐ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ｌ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ｗｅｒ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ｔｃ，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
和运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解决行政法实际问题的基
本技能，主要提高学生下述三个方面的理念和能力：（ 一） 依法行政的理念和
行政执法的能力；（ 二） 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和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 三） 尊
重、保障人权的理念和行政救济的能力，包括代理申请行政复议、代理行政诉
讼和代理申请国家赔偿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分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两大部分，共设 １５ 讲，行政法设 ９ 讲，行政诉讼
法设 ６ 讲，每讲均讲授 ４ 学时。 １５ 讲分别为：１、行政法的基本概念；２、行政法

的法源；３、行政主体；４、行政行为概述；５、行政立法；６、行政许可；７、行政处罚；

８、行政强制；９、行政复议；１０、行政诉讼概述；１１、行政诉讼法律关系；１２、行政
诉讼的范围与管辖；１３、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１４、行政诉讼的判决； １５、行政
赔偿。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讲授为主，案例研讨为辅。 讲授采用启发式，每讲都事先给学生布置
若干问题，讲授过程中随时向学生提问或组织讨论。 案例研讨均等选择人民
法院审判的实际案例，既研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研讨法院判决事
实、法律、法理依据，还研讨相应案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法律治理途径。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本课程学生学习成绩评定分三步进行：１、平时测试，根据学生课堂回答问题和
讨论发言情况给分，占总成绩 １０％；２、案例分析测试，要求学生在学期中提交

１ ～ ２ 个实际案例分析，根据其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及裁量标准的认定和把握
能力给分，占总成绩的 ２０％；３、期末考试，采闭卷方式，分数占总成绩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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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作者：姜明安； 《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第二版） 》 ，
作者：应松年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公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法学院规定的前两个学年的必修课（ 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
等）
国际公法主要是指国际法主体间法律规范的总和，既包括和平时期的法律规
范，也包括武装冲突（ 或战争） 期间交战国之间以及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的法
律规范。 其特点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法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
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 第
二，国际法规范主要来源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第三，国际
法的强制实施主要依靠主权国家单独或集体行为。 在特定的情况下，政府间
国际组织也可以采取集体强制实施措施。 第四，国际法的总体发展受制于国
际政治、国际经济等要素的制约。 因此，在学习这门课之前需要具备良好的国
内法基础，以及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和训练。

课程英文简介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ｓ ａ ｂｏｄｙ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ｒ ｗａ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法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３５９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应该系统地了解并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概念和基本规范体系；初步了解和掌握国际法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
运作机制；深入了解和掌握中国的相关国际法实践；逐步培养和提高运用国际
法理论和方法识别和解决国际法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共包含两个部分、十二章，课时共计 ７２ 小时。 ７０ 小时为讲授时间，２ 小时
为讨论、答疑时间。 第一部分 国际法总论包括四章、３２ 课时，具体分配是：第
一章 国际法概述 ８ 课时；第二章 国际法上的国家 ８ 课时；第三章 国际法上的
个人 ８ 课时；第四章 国家责任 ８ 课时。 第二部分 国际法分论包括八章、３８ 课
时，具体分配是：第五章 国际海洋法 ６ 课时；第六章 国际空间法 ４ 课时；第七
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４ 课时；第八章 条约法 ６ 课时；第九章 国际组织法 ６ 课
时；第十章 国际环境法 ４ 课时；第十一章 国际争端的解决 ４ 课时；第十二章

教学方式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４ 课时。

教员讲授与同学自学、讨论相结合。 要求学生课前阅读教员指定的教材和其
他资料，研究、思考教员提出的思考题。

要求 同 学 们 使 用 “ 北 京 大 学 教 学 网 ” 。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ｗｅｂａｐｐｓ ／

ｌｏｇｉｎ ／ 。 除教材外其他课程资料的电子版全部上传到北大教学网的网页，学
生通过网页提交作业和疑问，并与教员和同学互动，共同探讨国际法律前沿与
热点问题。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本课成绩由平时成绩、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三个部分组成。 １． 平时成绩由两
篇条约分析、案例分析或短论文组成，每篇 １０ 分，合计 ２０ 分，分别在期中考试

之前和期中考试之后提交。 ２．期中考试，占总成绩的 ３０ 分。 ３．期末考试：占总
教材

成绩的 ５０ 分。 合计 １００ 分。

《 国际法》 ，作者：白桂梅；《 国际公法学（ 第二版） 》 ，作者：曾令良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经济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民法概论，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票据法，海商法，
保险法，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民事诉讼
一、概念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也
就是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商品、技术、资本、服务的跨国交易流通中形成的法
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和。 国际经济法是一个涉及国际法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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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公法” 与“ 私法” 、国际商法与各国涉外经济法等多种法律规范的边缘性
综合体。 这门新兴学科的边缘性和综合性，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
综复杂这一客观存在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的现实需要。
它是调整超越一国国境的经济交往的法律规范。 调整的对象，不仅限于国家
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
大量的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
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
二、国际经济法的范围

１． 有关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是调整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国际贸易法所调整的是国际贸易关系，它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法律：（１） 调整国际贸易的国内法，如合同法、
海商法、票据法及保险法等；（２） 国家对国际贸易管理的法规，如海关法、关税
法、外汇管理法及进出口许可法等；（３） 有关国际贸易的国际性法律规范和国
际贸易惯例，如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等；（４） 处理贸易争议的规范，如仲裁法
及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
就国际货物贸易来说，包括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
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支付与结算、进出口法律管制有关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国
际货物贸易是一种跨国的贸易，可以发生在国家、国际组织、自然人及法人之
间，其所涉及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国内法、既包括公法，又包括私
法，如有关国际贸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国内的对外贸易法、进出口管制法、外
汇管理法、合同法、民法、有关反倾销的法律规定、海关法等。
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包括与法律服务及计算机及相
关服务等商业性服务、通讯服务、建筑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
融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文化及体育服务、交通运输服务等有关的法律规范
与制度。
有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与制度包括与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
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国际许可证贸易有关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知识产权的保
护在国际的层面通过了许多的国际公约，如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保护文
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 在贸易与知识产权交叉领域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

２． 有关国际投资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包括资本输出、资本输入、投资保护等有关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国际投资

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其法律规范在国内法方
面涉及外国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公约方面涉及多边投资保证公约、双
边投资保护协定等。

３． 有关国际货币与金融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包括与国际货币、跨国银行、国际贷款、国际证券、国际融资担保、跨国银

行的管制有关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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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关国际货币法律制度的内容，即各国对本国货币在是否可以自由兑换
上的确认，本国的汇率制度，外汇管制等方面的内容。

（２） 有关国际资金融通的内容，主要指国际贷款、国际证券投资、国际融

资租赁等方面的内容。

（３） 跨国银行的法律管制，即东道国和跨国银行的母国对跨国银行海外

分支机构的设立及经营活动的法律管制。
４． 有关国际税收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包括与国际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和国际重叠征税、国际逃税与避税

等有关的法律规范与制度。 随着国际税收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税法已经
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分支。
５． 世界贸易组织法

主要内容包括深入理解 ＷＴＯ 的含义、性质、宗旨、组织机构，它产生的过

程，乌拉圭回合谈的主要成果，理解 ＷＴＯ 与 ＧＡＴＴ 在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关系，
熟悉 ＷＴＯ 货物贸易规则，ＧＡＴＴ 基本原则及其例外，调整非关税壁垒的主要
协议。
课程英文简介

一、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 ｓｕｍ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ｉｓ ａ ｌｅｇ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二、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ｉｓ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ｉｓ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１）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Ｌａｗ， ｔａｒｉｆｆ ｌａｗ，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ｌａｗ； （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ａｗ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６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ＴＯ，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ＴＯ ａｎｄ ＧＡＴＴ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ＴＯ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ＡＴ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
教学基本目的

国际经济法是以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本科法
学专业开设的十四门主干课之一。 作为本科阶段的法律学习，不仅要懂得国
内法，也应该了解国际公约和国际商业惯例，因此，国际经济法是每一个法律
专业本科学生必读课程之一，是构建合理知识结构必不可少的课程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在中国成为 ＷＴＯ 成员
以后，涉外法律类人才更加需求。 因此，国际经济法课程的任务主要是培养适
应对外经济交往需要，既懂国内法、又懂国际公约和国际商业惯例的涉外型专
业法律人才。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系统、扼要地了解和掌
握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贸易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建立国际贸易法的
新观念、新体系，并注重培养学生特定的法律思维方式，提高其实际处理涉外
经济法律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国际经济法绪论部分

应学时分配

本章主要讲授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和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发展，阐述国际

授课时数：３ 学时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另外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作适当介绍。
第一章

国际贸易法概述

授课时数：２ 学时

介绍国际贸易法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贸易法的概念、特征，国际贸易法的产
生与发展，国际贸易活动的基本运作程序，并重点阐述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
则。
第二章

《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授课时数：３ 学时

介绍《 公约》 的制定过程、主客体适用范围、体现的基本原则以及与我国的关
系等。 《 公约》 的其他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逐一介绍。
第三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授课时数：４ 学时

在介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定义和特征的基础上，阐述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
立的法律问题及其生效的条件。

法学院
第四章

国际商事惯例

３６３

授课时数：３ 学时

本章首先介绍国际商事惯例的概念和特征，《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对国际商事惯例的规定，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和分类；然后具体介绍关于国际
贸易术语和国际商事合同的国际惯例。
第五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的义务

授课时数：４ 学时

介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的义务。 简单言之，卖方的义务包括交付
货物、移交单据和转移货物所有权；买方的义务包括支付货物价款和收取货
物。
第六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违约类型及补救措施

授课时数：４ 学时

内容包括：违约的类型；买卖双方都可以采取的救济方法；卖方违约时，买方特
有的补救措施；买方违约时，卖方特有的补救措施。

（ 第一至第六章助教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不计入授课时数）
第七章

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与风险转移问题

授课时数：２ 学时

介绍货物所有权与风险转移两个问题。 关于货物所有权，介绍所有权转移的
意义，各主要国家和国际公约、惯例的相关规定。 关于风险转移，介绍其与货
物所有权转移的关系，各国对风险转移的规定，《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以
及国际贸易惯例的有关规定。
第八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法律意义

授课时数：２ 学时

主要介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的内容，包括合同首部要解决的问题，
合同正文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合同的尾部条款。
第九章

国际货物运输法

授课时数：２ 学时

介绍国际货物运输中的法律问题，包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问题、国际航
空货物运输中的法律问题、国际铁路货物运输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国际货物多
式联运中的法律问题。
第十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律

授课时数：２ 学时

介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和国际陆上与航空货物运输保险的法律问题。 重点是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主要内容包括海上保险合同的概念、特点及订立，海
上保险合同的内容，可保利益原则，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承保的范围，海上保险
的险种，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索赔的几个原则以及保险委付等。
第十一章

国际贸易的支付法律

授课时数：３ 学时

主要内容是托收、信用证和国际保理的概念、有关的国际惯例、支付流程以及
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另外介绍在实践中采取这两种支付方式应注意的问
题。

（ 助教第七 ～ 十一章串讲、答疑一次，２ 学时，不计入授课时数）
第十二章

国际贸易争议的解决授课时数：２ 学时

介绍国际贸易争议解决的方法及应适用的法律。
第十三章

对外贸易管理的国内法制度：３ 学时

介绍各国有关对外贸易的法律管制概述、关税管理措施、非关税管理措施、美
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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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我国管理对外贸易的法律制度 ２ 学时

介绍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框架、我国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检验制度、外
汇管理的法律制度、中国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
第十五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性贸易协定 ２ 学时

介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类型、中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ＷＴＯ 对区域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制。
第十六章

国际贸易救济措施 ３ 学时

介绍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第十七章

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 ３ 学时

介绍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内容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概论；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世界贸易组织货物贸易规
则；世界贸易组织调整贸易的新领域；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简单介绍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 ２ 学时
介绍各部门法调整对象级法律框架
考试周：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以讲授法为主，兼用讨论法。 全程贯穿案例分析。
教学全程用 ＰＰＴ 辅助教学。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学期期中，做一次案例分析作业，占课程成绩 ２０％左右。
期末书面考试，闭卷，占 ８０％。

《 国际贸易法原理》 ，作者：王慧； 《 国际经济法学（ 第二版） 》 ，作者：余劲松。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知识产权法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开课单位

法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开设的法学基干课，旨在使学生： １、掌握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和原理：主要包括《 专利法》 、《 商标法》 、
《 著作权法》 ； ２、了解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及执法现状； ３、了解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及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思路。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ｌａ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ａｉｍ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ｍａｋ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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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ｇｉｖｅｓ ａ ｆｕｌ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Ｌａｓｔ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能
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基本的知识产权实际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单元学时分配：

一、导论 ４ 学时；二、著作权法 １２ 学时；三、商标法 ８ 学时；四、专利法 １２ 学时；
五、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问题 ４ 学时；六、其他知识产权
产权 问题 ２ 学时；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２ 学时；八、知

教学方式

识产权国际保护趋势及展望 ２ 学时。

以课堂教学为主，采取理论讲解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如果有条件，辅以
适当的法律实践活动，争取旁听一次知识产权法庭案件审理或者组织一次模
拟法庭。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平时作业（３０ 分） ：案例评析（ 教师介绍及学生自选） ； ２、期末考试（７０ 分） ：
选择、概念、简述、案例分析。

教材

《 知识产权法》 ，作者：吴汉东；《 知识产权法学》 ，作者：编写组

参考资料

暂无

信息管理系
课程中文名称

计算机网络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计算概论，程序设计语言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 内容包括：

１． 网络技术的发展简史；

２． 数据通信技术基础：包括计算机数据通信模型、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数据
编码、传输介质和数据通信接口；

３． 数据链路层，停等协议、ＡＲＱ 协议和 ＨＤＬＣ 协议；

４． 局域网技术，包括信道共享技术、局域网体系结构、ＩＥＥＥ８０２ 族标准以及局
域网的互联；

５． 广域网技术，包括路由机制、拥塞控制、帧中继等；

６． 网络互联，包括网络互联的基本原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际协议 Ｉ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路由机
制；

７． 传输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传输层协议，包括 ＴＣＰ 和 ＵＤＰ；

８． 应用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应用层协议，包括 ＤＮＳ、ＳＭＴＰ、ＦＴＰ、ＴＥＬＮＥＴ、ＨＴＴＰ 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ｐａｃｋｅｔ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 ｌａｙ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１． 网络技术的发展简史；（６ 学时）

应学时分配

２． 数据通信技术基础：包括计算机数据通信模型、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数据
编码、传输介质和数据通信接口；（６ 学时）

３． 数据链路层，停等协议、ＡＲＱ 协议和 ＨＤＬＣ 协议；（６ 学时）

４． 局域网技术，包括信道共享技术、局域网体系结构、ＩＥＥＥ８０２ 族标准以及局
域网的互联；（６ 学时）

５． 广域网技术，包括路由机制、拥塞控制、帧中继等；（６ 学时）

６． 网络互联，包括网络互联的基本原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网际协议 Ｉ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路由机

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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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６ 学时）

７． 传输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传输层协议，包括 ＴＣＰ 和 ＵＤＰ；（６ 学时）

８． 应用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应用层协议，包括 ＤＮＳ、ＳＭＴＰ、ＦＴＰ、ＴＥＬＮＥＴ、ＨＴＴＰ 等。
（６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讲授 ６０％，文献阅读 ２０％，讨论报告 ２０％。

办法
教材

《 数据通讯与计算机网络》 ，作者：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参考资料

《 数据通信与网络教程》 ，作者：高传善。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计算机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现今的互联网是由数十亿的网站所组成，每一天用户点击和互动在这样的复
杂信息环境。 本课程向学生介绍了信息架构的基础知识（ ＩＡ） ，旨在了解的信
息需求和网站访问者的活动、创造的设计元素、以帮助用户在这种复杂的信息
环境下轻松找到他们需要信息。 该课程将涵盖各种架构信息的理论、策略、技
巧，以大型网站的信息需求为主，说明建构网站过程所需的结构、组织、标签、
浏览和搜索的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利用 ＩＡ 的知识和技能了解
现实世界的网站建构，结合项目管理、用户体验的知识让学生接触不同的实践
活动。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ｏ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ｂ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ｃｌｉｃｋｓ ｅａｃｈ ｄ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ＩＡ） ，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ｔ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ｈｅｌｐ ｕｓｅｒｓ
ｏｂｔａｉ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ｎｅ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ａｇ， ｂｒｏｗ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Ｉ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ｂ ｓｉｔｅ ｉｎ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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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针对网站设计与信息架构的理论、技术与发展做探讨，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信息架构的理论及应用在各式各样网页的设计应用。 并达到
以下教学目标：

１． 通过对信息架构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念、原理、流程、策略、技巧等内容的讲
授，使学生对信息架构理论有足够的认识，掌握利用 ＩＡ 的知识分析、评价和规
划信息产品的设计过程。

２． 讲授网页开发的基本理论与标准、网页设计技术，使学生掌握网页设计的
基本思想，熟悉并可以利用相应开发编程，最终完成符合信息架构原则的网站
规划、设计与实现工作。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章

概述 （２ 学时）

第３章

网站设计基本语言 （ Ｘ） ＨＴＭＬ（３ 学时）

第２章
第４章
第５章
第６章
第７章
第８章
第９章

教学方式

第 １０ 章

信息产品设计简介（４ 学时）
ＣＳＳ 层叠样式表（２ 学时）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语言（３ 学时）
信息架构简介（２ 学时）

信息架构基本原理（２ 学时）
信息架构组件 （４ 学时）

信息架构设计流程 （６ 学时）
案例分析讨论 （４ 学时）

课堂讲授部分为 ３ 个板块：网站基础知识、网页设计语言、信息构建理论与设
计。 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进行课堂讨论，布置课外作业。 在教学方法的
整体结构上强调专业技术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要求学生做好报告、网站设计
与实践，清楚汇报期末报告，以年轻创新的眼光完成作业演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１． 期末考试，信息架构理论及方法、网页编程开发实践为主。 （４０％）
２． 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参与、讨论报告、平时作业。 （３０％）

３． 期末作业，基于信息架构方法的网站设计实践为主。 （３０％）

《 Ｗｅｂ 信息架构：设计大型网站》 ，作者：［ 美］ 莫维尔（ Ｍｏｒｖｉｌｌｅ Ｐ．） ，罗森亚尔德
（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Ｌ．） 著， 陈建勋译。

参考资料

《 锦绣蓝图： 怎样规划令人流连忘返的网 站》 ， 作 者： ［ 美］ 沃 德 科 （ Ｗｏｄｔｋｅ
Ｃ．） ，戈夫拉（ Ｇｏｖｅｌｌａ Ａ．） 著， 蔡芳译。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计量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信息管理系

３６９

先修课程

调查与统计方法，数据库系统，信息存储与检索

课程中文简介

信息计量学早期名称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等，一直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
域的经典研究内容，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其研究与教学工作
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并更为现名。
本课程教学在回顾、分析信息计量学产生、发展与演变进程的基础上，对
其基本理论、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讲述，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信息
计量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与测度指标涵义以及经典定律的内容，熟练使用常用
计量分析工具与数据库系统，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从而为后续深入
的专题性学习和研究性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开设，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先修课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ｎａｍ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ＬＩＳ ）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Ｓ ｎｏ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ｆｕｌｌｙ ｉｎ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 ｕｓｅ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ｇｏｏ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ｊｕｎｉｏｒｓ ＆ ｓｅｎｉ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ｎ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ｔ．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课程的学习，要求实现（ 或完成） 以下教学目标：

１． 全面了解信息计量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历史，主要研究内容以及所取得
的重要学术成就；

２． 理解并掌握信息计量学领域的基本概念、重要指标以及经典定律的含义
（ 或内容） ；

３． 基本掌握并能运用信息计量学的主要研究与分析方法，对实际问题开展简
单的应用实践探索；

４． 在某些较重要的专题领域或前沿方向，尝试进行研究引导或深化（ 仅对有
较大研究兴趣或学有余力的同学） 。

内容提要及相

一、 信息计量学概述（４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主要内容包括：信息计量学的产生与发展、理论基础、主要研究问题与研究方
法等。
二、 文献增长与老化（４ 学时）

３７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主要内容包括：文献增长现象与增长规律，文献老化现象、测度指标与老化规
律等。

三、 文献计量三大经典定律（６ ～ ７ 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卡定律等的基本内容、修正完善
及应用实践；
四、 引文分析（８ 学时）
主要包括：基本概念、计量指标、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与应用实践；
五、 网络信息计量（４ ～ ５ 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兴起及主要研究问题、网络链接分析、网站
评价及应用案例等；
六、 课程讨论（８ 学时）

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拟定 ２ ～ ３ 个相关问题开展专题讨论（ 时间不足可移至网
络平台进行） 。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６０％ ～ ７０％） ；课堂讨论与网络在线交流（ ２０％ ～ ３０％） ；经典文献阅
读（１０％）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考试（５０％ ～ ６０％，闭卷） ；课程作业（３０％ ～ ４０％） ；平时成绩（１０％） 。

教材

《 信息计量学》 ，作者：邱均平。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服务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信息行为导论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现为信息管理系的专业核心课，紧密结合信息化进程、信息经济与服务
经济发展、人类信息行为演变，深入探讨“ 用户导向” 的信息服务基本理论和
基本方法及其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创新性应用和发展，努
力实现关于信息服务的基础性认知、专业性识别和开创性实践等方面的教学
目的。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ｎｏｗ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ｕｓ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信息管理系

３７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１． 培养和增强信息服务研究和实践中的“ 用户导向” 意识；
２． 准确认识和理解“ 信息服务” 概念及主要理论和方法；

３． 训练和提升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的专业性识别和开创性实践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课程介绍与教学安排交流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信息服务学概述及信息服务的基本理论。 包括信息服务的概念来源、
信息服务理念和概念的演变、信息服务的知识图谱、信息服务学简史、信息服
务定义、信息服务四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信息服务生产过程等等。
第三周：信息服务的基本方法。 包括信息服务的用户导向原则以及若干专业
原则。
第四周：信息服务模式。 包括信息服务的多个基本模式以及众多生成模式，网
络信息服务模式，信息服务模式的发展机制等
第五周：信息集成服务与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系统
第六周：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实务分析讨论（ 一）
第七周：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实务分析讨论（ 二）
第八周：信息服务业的形成
第九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第十周：信息服务文化
第十一周：信息服务管理
第十二周：信息服务理论方法综合应用与分析评价（ 一）
第十三周：信息服务理论方法综合应用与分析评价（ 二）
第十四周：信息服务理论方法综合应用与分析评价（ 三）
第十五周：信息化生态中信息服务的创新和前景
第十六周：综合性案例分析与课程内容总结
第十七周：期末闭卷考试

教学方式

传授理论，方法至上；联系实际，扩展课堂；学研结合，教学相长。

学生成绩评定

１． 平时教学活动参与情况 １５％（ 到课率、课堂问答和讨论、课堂测验等） ；

办法

２． 作业 ３５％：阅读报告和调研报告或学术论文；
３． 期末闭卷考试 ５０％。

作业及评分方法：（ 阅读报告必选，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二选一）

１． 阅读报告（１５％） ：在课堂指定的三类阅读材料（ 论文著作、政策法规、行业
报告） 中任选其一，个人独立完成，１５００ 字以内（ 包括内容介绍 ５００ 字以内和
心得体会 １０００ 字以内） 。 Ｗ１１ 课前提交电子版和本人签字的纸版。

２． 调研报告（２０％） ：在课堂讲授。

３７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 ，作者：［ 美］ 钱德勒；
《 信息化概论》 ，作者： 周宏仁；

《 信息市场经营与信息用户》 ，作者： 陈建龙。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存储与检索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算法与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信息组织

课程中文简介

信息存储与检索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的必修课之一，课程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知识单元：

１． 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信息存贮与检索的概念、基本原理、发展历史、研究
对象及相关学科。

２． 信息检索的数学模型：包括布尔、向量、概率三大经典检索模型及其各自的
改进或优化模型。

３． 信息检索系统：包括信息检索系统的类型、基本结构、开发设计等。

４． 信息检索技术方法： 包括文本检索技术方法和非文本检索技术方法（ 主要
是音、视频信息的 ＣＢＲ 检索技术） ，以及 Ｗｅｂ 搜索技术方法。

５． 常用信息检索系统及其使用：包括信息检索操作的基本流程、检索策略和
各种不同类型检索系统的特点、功能、基本结构与查询使用方法。

６． 信息检索评价：包括信息检索评价研究的历史、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案例分
析、ＴＲＥＣ 项目等。

７． 文本信息处理自动化技术：自动标引、文本聚类与分类、文本过滤、文本摘
要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ｖ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１．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ＩＲ）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

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Ｒ， ｔｈｒｅ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 Ｂｏｏｌｅａｎ，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

３． 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ｉｓ ｕｎｉｔ ｉ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ｙｐｅ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 Ｉ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ＩＲ，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ＩＲ ａｎｄ 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ｓ．

信息管理系

３７３

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 ＩＲ ｂａｓｉｃ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ｑｕｅｒｉｅｓ ．

６． 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７． ｔｅｘ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Ｒ———ｔｅｘ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ｘｔ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见课程中文简价。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８０％） ，课堂专题讨论（ ４％） ，检索实习及作业提交（ １０） ，网络论坛
讨论（４％） ，自学（２％）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期末考试（４５％） ：按照学校期末考试的统一部署，安排在指定时间和地点
进行闭卷考试。

２． 检索实习报告（２０％） ：根据每位同学独立完成并提交的检索实习报告，由
课程助教进行评分，并在期末时进行作业讲评分析。 本次作业要求在规定的
截止时间之前通过教学网在线提交。

３． 课程论文或课程设计（３０％） ：本次作业为小组成员合作完成，课程结束前
需要进行必要的展示汇报和讨论，要求期末考试日期之前在线提交，或在期末
考试当日提交打印版。

教材
参考资料

４． 课程论坛参与及出勤情况（５％） 。

《 现代信息检索：原理、技术与方法》 ，作者：赵丹群。
《 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 ，作者：苏新宁；
《 计算机情报检索》 ，作者：赖茂生；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作者： Ｒ．Ｂａｅｚａ －Ｙａｔｅｓ，Ｂ．Ｒｉｂｅｉｒｏ －Ｎｅｔｏ。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政策与法规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ｗ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暂无

３７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主要涉及信息法律的基本问题及信息法学基本原理，并从政府、公益、商
业、公民及网络信息主体角度介绍和讲授信息的收集、组织、加工、传播、服务
与利用等方面涉及的信息权利与义务等相关问题。 重点包括信息公开、信息
保密、信息产权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ｉｖｉｃ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ｔｃ．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从信息政策与信息法学体系的角度，全面系统介绍信息政策法规相关内
容，使同学们了解信息管理领域的工作涉及的政策法律问题及相关理论。

２． 具体了解和掌握政府信息管理、信息传播、公共信息管理、信息经济、信息
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律问题。

３． 通过学习，具备信息管理政策法规意识、知识、素养和基本规范，为从事信
息管理工作与研究奠定理论与应用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信息社会化发展与信息矛盾问题、我国信息社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信息规制

信息规制概述（４ 学时）

的含义、背景及主要规制介绍，包括政策、法律、标准、伦理规范等等。
第二章

信息政策导论（２ 学时）

信息政策基本概念、原理、作用机制、主要要素构成、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介
绍，结合信息活动规律和特点具体介绍了政策主体、政策目标与对象、原则、政
策手段与措施、政策程序与方式等相关内容。
第三章

信息法基本问题（２ 学时）

信息法概念、特点、作用、体系、法律关系、基本原理概述，同时对信息法学的研
究做了介绍。
第四章

政府信息公开政策法规（４ 学时）

信息自由的基本原理、信息公开的基本制度、信息公开相关规定，信息公开的
安全审查，等等。
第五章

信息传播管理政策法规（２ 学时）

涉及信息传播内容的规制问题，主要有信息真实、有害信息、信息垃圾规范问
题，以及传播自由权相关法律规定、传播权利限制等等问题。
第六章

公共信息管理政策法规（２ 学时）

概述了公共信息管理基本范畴和原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共信息服
务规范。
第七章

信息经济政策法规（４ 学时）

规范信息主体的信息产品生产创造与产权交易以及市场规范等方面的法律问
题，主要包括信息产权法与信息市场规制法等内容。 主要包括信息经济法概

信息管理系

３７５

述、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保护法、广告法等相关内容。
第八章

信息安全管理政策法规：国家信息安全、商业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

全、网络信息安全相关制度规范介绍。
课堂讨论 ６ 学时左右。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课堂交流、小组讨论汇报等。

学生成绩评定

１． 课堂出勤与提问回答问题。

办法

２． 小组讨论汇报：提前提交一个主题，围绕主题讨论。
３． 读书报告：阅读文献，并撰写研读报告。

教材
参考资料

４． 期末小论文。 ５． 期末开卷考试。
暂无

《 信息法教程》 ，作者：周庆山；《 信息法学》 ，作者：马海群；

《 信息法教程》 ，作者：朱庆华，杨坚争；《 信息法概论》 ，作者：王志荣；
《 媒介法原理》 ，作者：［ 美］ 韦恩·奥弗贝克著，周庆山等译；
《 信息法学》 ，作者：张守文，周庆山。
课程中文名称

管理信息系统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１． 计算概论

学生具有计算机软硬件的基本知识以及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

２． 数据库系统

具有数据库的概念原理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某种具体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使用
方面的基础。

３． 计算机网络

具有计算机网络基础及计算机网络应用系统开发基础知识。

４． 管理学

具有管理学原理中有关组织结构、计划制定、管理决策方法相关基础知识。

课程中文简介

主要内容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各种类型的信息系统的
基本分析；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管理信息系统的案例分析；信息系统的
管理等相关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使学生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包括：管理信息系统
的概念、基本理论与方法。

３７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２． 提高学生对信息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调查、案例讨论、系统开发实践
等多种环节，使学生更多接触实际的信息系统，从而更好的理解如何利用信息
技术解决商务问题。

３． 培养学生用 ＭＩＳ 的观点来分析企业和组织的能力。
４． 初步掌握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管理技术与方法。
５． 面向未来的学习和发展。

重点：对 ＩＳ 的全面深入的认识；面向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的商务问题；掌握
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和动手能力；综合运用相关课程的知识；学习相关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见课程中文简介。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教学环节：１． 授课及讲座，２． 平时作业和课堂讨论 ，３． 课程作业。
重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１． 平时作业：１５ 分，２． 课堂报告： １５ 分，３． 课堂讨论：１０ 分，４． 课程作业：３０
分，５． 期末考试 ：３０ 分。

《 管理信息系统》 ，作者：薛华成。

《 管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 ，作者：吴忠等；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作者：［ 美］ 肯尼斯 Ｃ．劳顿；
《 管理信息系统教程》 ，作者：朱顺泉；

《 管理信息系统———用信息技术解决商务问题》 ，作者：Ｇｅｒａｌｄ． Ｖ． Ｐｏｓｔ 等。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分析与决策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决策类型、决策程序、决策原则等基本概
念；第二部分讲述如何合重大决策问题收集和分析信息，为正确决策提供信息
保障；第三部分介绍决策者的素质，决策成员的有效配合，以及如何使决策更
加科学化。 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掌握进行情报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知晓科
学决策与信息分析的常用基本知识，争取能将所学运用于管理研究命题中。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了解掌握进行情报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知晓科学决策与信息分析
的常用基本知识，争取能将所学运用于管理研究命题中。

信息管理系

３７７

内容提要及相

课程简介，决策概述，决策信息，动态研究，报道实践，报道总结，信息素材，甄

应学时分配

别实践，专题研究，报告赏析，研究方法，系统分析，开题建议，研究成果，质量
控制，人才培养，支持技术，课程汇报。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１． 平时成绩 ５０％：讨论成绩 １０％（ 认真准确 ５％，积极参与 ５％） ；读书报告 １５％

办法

（ 内容丰富 ５％， 理解准确 ５％，体会深刻 ５％） ；情报实践 ２５％（ 动态报道———
报告值得关注的分析工具或研究对象 ５％，开题建议———对特定分析工具或对
象开展研究的建议 １０％，专题研究———对某种分析工具或方法使用情况的评
价研究报告 １０％）

教材

２． 期终考试 ５０％：概念说明 １０％，分析应用 ２０％，论证理解 ２０％。
《 信息分析与决策》 ，作者：王延飞，秦铁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Ｄｅｓｉｇｎ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计算概论，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计算机网络

课程中文简介

这门课程主要讲授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相关知识，内容包括：分析商业案例、
需求建模、数据建模与过程建模、开发策略，以及越来越多的对象建模和项目
管理的知识。 学生们也可以学会系统输出及用户界面设计、数据设计、系统体
系结构设计和实施，以及系统运行、支持和安全等相关知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ａｓ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ａｔ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对信息系统开发整个过程有一个完整的学习和掌握，并通过案例分析
和开发实验让学生亲身体验信息系统开发过程，并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使
学生在日后工作中可以有效地参与到所在单位的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中，胜任
系统开发各个阶段的工作。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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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概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二章

分析商业案例（２ 学时）

第三章

需求建模（６ 学时）

第四章

企业建模（４ 学时）４ 学时

第五章

面向对象的工具与设计（４ 学时）

第六章

开发策略（４ 学时）

第七章

用户界面、输入与输出设计（２ 学时）

第八章

数据设计（２ 学时）

第九章

系统体系结构（２ 学时）

第十章

系统实施（２ 学时）

第十一章

系统运行、支持与安全（２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同时辅以综合系统开发实验。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总评成绩分三部分：平时作业 ２０％ ，综合系统开发实验 ３０％， 期末闭卷

办法
教材

考试 ５０％。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Ｇａｒｙ Ｂ． Ｓｈｅｌｌｙ ｅｔ．

参考资料

《 系统分析与设计教程》 ，作者：Ｇａｒｙ Ｂ． Ｓｈｅｌｌｙ 等著，史晟辉等译。

课程中文名称

图书馆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讲授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发展历史、学术
大家的贡献、内容体系、研究方法、未来走向等。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打
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熟悉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与现状，掌握图书馆学的一般研究
方法，提高学生图书馆学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为进一步学好其他图书馆学专
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也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图书馆或其他信息工作奠定坚实
的专业基础知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ｓｅ ａｉ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信息管理系

３７９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
基础，熟悉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与现状，掌握图书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提高学
生图书馆学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为从事图书馆或其他信息工作奠定专业基
础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２ 学时）

１． 科学及其特征，２． 图书馆学的科学特点
第二讲：图书馆学研究对象（２ 学时）

１． 以往研究对象的认识轨迹，２． 新旧研究对象的认识差异
第三讲：图书馆学研究内容（２ 学时）

１． 从文献到客观知识的研究，２． 从图书馆到知识集合的研究
３． 从读者到知识受众的研究，４． 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
第四讲：图书馆学的用途（４ 学时）

１． 读书治学的工具，２． 图书馆业务的技能研究
３．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参谋

第五讲：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２ 学时）

１． 经验积累出来的学问，２． 研究轴心的几次转向
３． 不同国家的图书馆学特点

第六讲：图书馆学家及其重要思想（４ 学时）

１． 文献整理编纂家，２． 经营服务拓展家
３． 学科理论创建家，４． 专业人才教育家
第七讲：图书馆学科学方法（４ 学时）

１． 知识的求原、求真法，２． 知识的整序、检索法
３． 知识的计量、分析法，４． 知识的导读、咨询法
第八讲：书籍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２ 学时）

１． 书籍的价值，２． 书籍的发展，３． 书籍的未来命运
第九讲：图书馆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２ 学时）

１． 图书馆的价值，２． 图书馆的发展，３． 图书馆的未来命运
第十讲：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２ 学时）

１． 图书馆职业角色，２． 图书馆职业伦理，３． 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前景
第十一讲：图书馆学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２ 学时）

教学方式

１． 近五年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２． 未来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

讲授与课堂讨论结合，课堂讨论占总课时的 ２０％；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与提交读
书报告，在课堂上总结报告情况，占总课时的 ２０％；根据讲课内容要求写学习
作业，不占课时。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闭卷考试（６０％） ；平时考察，包括讨论、读书报告、学习作业（４０％） 。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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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参考资料

《 图书馆学是什么》 ，作者：王子舟。

《 图书馆信息学》 ，作者：储荷婷，张茵；
《 图书馆学基础》 ，作者：吴慰慈。

课程中文名称

社科文献信息资源与检索利用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本科生的基础性、工具性课程，以提高学生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
能力、选择能力、利用能力为目标。 主要介绍产生在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的文
献信息资源的主要类型、源流演变、主要检索工具、文献信息资源获取和利用
的思路、方法、途径与规范。 帮助学生提高文献信息素养，增强文献信息利用
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ｓｅ ｉｔ．
教学基本目的

认识和了解中国既有的主要文献信息资源的基本状况；培养和训练学生检索
与查考、选择与鉴别、挖掘与处理文献信息资源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学生科学、
高效、规范地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概说（４ 学时） 。 介绍中国文献信息资源、中国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工
具、使用检索工具的基本技术方法、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的学术规范。

第二章，辞书资源与汉语字词的查考（６ 学时） 。 介绍中国辞书的演进源流、中
国辞书的结构体例与编纂传统、代表性中国辞书。

第三章，古籍资源与基本古籍的查考（６ 学时） 。 介绍中国古籍资源、基本古籍
的全文检索系统、古籍类书。

第四章，近代以来的图书资源与查考（４ 学时） 。 介绍近代以来图书的形态变
革与内容变化、书目检索工具、电子图书系统、现代百科全书。

第五章，报刊资源与论文资料的查考（６ 学时） 。 介绍数字化报刊资源及其检
索系统、报刊引文检索系统。

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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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时事信息资源与事实、数据、法规的查考（４ 学时） 。 介绍年鉴资源及
其检索利用、法律资源及其检索利用。 课程总结（２ 学时） 。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提示重点、解释难点、补充新材料。
研究性教学活动：选择数字化报刊资源及其检索系统进行研究性教学活动。
方式：教师布置具体要求，学生分组准备、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汇报讲述，学生讨
论评点，教师总结。
检索实践：每一章布置检索实践题目，作为课程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作业成绩与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各占 ５０％。
中国文献信息资源与检索利用．李国新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 中国字典词典史话》 ，张明华．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２．《 当代词典学》 ，章宜华、雍和明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３．《 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 ，章宜华著．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 常用社科文献信息源》 ，王锦贵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 来新夏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 中国典籍史》 ，李致忠、周少川、张木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 百科全书学》 ，金常政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 中国期刊发展史》 ，宋应离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 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 ，许家康著．线装书局，２００６

１０．《 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肖珑主编．北大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 学术道德学生读本》 ，（ 英） 保罗·奥利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 学术规范读本》 ，杨玉圣， 张保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 学术规范通论》 ，叶继元等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 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 ，邓正来主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图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中国图书史的发展、演变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图书文化进行深入的考
察。 从我国历史上文字产生、图书起源、出版活动萌芽开始，以时间和朝代为
序，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重要成果等的阐
述和分析，展现出一幅绵延千年的中国图书史的多彩画卷，对历史上重要的出
版机构、贡献突出的出版家、当代重要出版事件，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出版

３８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物纵横有序地进行讲授。

同时为增强互动性，课程会有 ４ 学时的古书制作，结合所学，通过手作，让

学生动手亲自感受一本书是如何被制作和书写出来的。 让学生体验知识不仅
是一种文明的累积，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连接。 目前主要集中两种形态的手
写本制作：线装和经折装。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ｓｃｒｏｌｌ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ｐｏｃｈ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Ｉｔ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中国图书的发展源流和规律；认识图书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政治意
义；把握书籍发展的脉络，对中国书文化有全貌性的认识；初具版本学的知识，
从而为深入学习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编辑出版学课程打下基础，也可以丰富信
息管理等理科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其人文素养。 本课程不强调琐
碎的历史事实的记忆，鼓励学生在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及规律，了解知识
发展的内在和外在规律。 并配合课程需要，组织必要的教学参观活动或课堂
讨论。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以中国图书史的发展、演变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图书文化进行深入的考

应学时分配

察。 从我国历史上文字产生、图书起源、出版活动萌芽开始，以时间和朝代为
序，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重要成果等的阐
述和分析，展现出一幅绵延千年的中国图书史的多彩画卷，对历史上重要的出
版机构、贡献突出的出版家、当代重要出版事件，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出版
物纵横有序地进行讲授。

同时为增强互动性，课程会有 ４ 学时的古书制作，结合所学，通过手作，让学生
动手亲自感受一本书是如何被制作和书写出来的。 让学生体验知识不仅是一
种文明的累积，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连接。 目前主要集中两种形态的手写本
制作：线装和经折装。
一、图书的社会意义（２ 学时）
二、文字与图书的起源（４ 学时）

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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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元典（２ 学时）
四、书籍制度的演变与发展（１２ 学时）
秦汉时期（２ 学时）

公元 ２ 世纪 ～ ８ 世纪（２ 学时）

公元 ９ 世纪 ～ １３ 世纪（２ 学时）

１３ 世纪 ～ １９ 世纪中叶（２ 学时）
近现代（２ 学时）

古书制作（４ 学时） （ 手工体验和操作）
五、现代图书编辑出版事业（４ 学时）
六、未来的图书（２ 学时）
七、中国的书文化和阅读传统（２ 学时）
八、印刷博物馆参观（２ 学时）
九、专题讨论与总结（２ 学时）
十、考试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教学（ 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讲授） 、手工体验和操作、教学参观、研讨

成绩评定分为三部分： （１） 平时成绩 １０％ 日常出勤、参观、讨论、小测验、课堂

作业等情况；（２） 期中成绩 ４０％ 古书制作；（３） 期末考试 ５０ ％ 开卷考试 （ 注：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分值比例有时候会随当学期情况有所调整，但整体所

教材
参考资料

占比重在不超过 ５０％） 。
暂无

《 中国编辑史》 ，姚福申

《 中国印书术的发明及其西传》 ，［ 美］ 卡特
《 中国出版图史》 ，肖东发

《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谢灼华
《 中国读书大辞典》 ，王余光等

《 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 ，钱存训
《 书林清话》 ，叶德辉

《 中国印刷史》 ，张秀民

《 中国书史简编》 ，刘国钧
课程中文名称

知识服务组织的管理与创新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必须先修：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管理学原理 最好修过：图书馆学概论，信息服
务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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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组织管理理论及其在以图书馆、情报所为代表的知识服务机
构情景下的发展演绎。 具体课程包括四大模块：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能
力及组织创新，主要理论通过管理学经典文献精读和案例分析来完成。 除此
之外，本课程以案例研讨的方式与学生一起探究这些产生自工业组织和管理
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用于以图书馆、情报所为代表的知识服务机构，
从而形成针对于知识服务机构的战略管理与创新的新理论。

课程英文简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ｔｓ ｎａｒｒｏｗ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ｎ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ａｓ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ｐｅｎ ｅｒａ ｎｏｒ ｃａｎ ｅｑｕｉ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ｎｅ．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ｔ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ｕｉｌｔ ｕｐ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１． 全面了解战略的概念、竞合优势、组织结构与组织能力的互动关系； ２． 理解
并掌握战略分析和战略思考的主流方法及分析工具；３． 基本了解组织结构、
组织能力和组织创新，并且能够通过案例学习，体悟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
能力与组织创新的联动关系，并能够通过相关案例分析进行战略决策和执行
设计；４． 通过对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的案例研究，探索适用于信息机构
的战略管理和创新理论，对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更深入进行专题探讨。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０ 课程简介 （１ 学时）

介绍课程大纲、主要内容、学习要点和评分方式

１． 组织战略的分析与制定（１０ 学时）
１．１ 产业结构与竞争优势 （２ 学时）

结合知识服务机构案例（ 知识服务产业链） 讲授产业结构分析、Ｐｏｒｔｅｒ 的基本
战略、竞争优势理论等（２ 学时）

１．２ 资源观及其扩展（２ 学时）

结合知识服务机构案例（ 图书馆战略制定与协作网络） 结合案例讲授 Ｂａｒｎｅｙ
资源观的经典理论、Ｄｙｅｒ ＆ Ｓｉｎｇｈ 关系租，Ｌａｖｉｅ 扩展的资源观等（２ 学时）

１．３ 新制度理论（２ 学时）

信息管理系

３８５

结合知识服务机构案例（ 图书馆制定变革与馆员职业化） 讲授制度、制度的传
递、组织场、异质同构、制度逻辑及其理性选择（２ 学时）

１．４ 生态系统理论（２ 学时）

结合知识服务机构案例（ 图书馆合作） 主讲 Ｍｏｏｒｅ 的商业生态系统雏形，ＩｆＭ
的商业生态系统理论，Ａｄｎｅｒ、Ｊａｓｏｎ 等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２ 学时）

１．５ 战略定位———战略的制定（２ 学时）

引导学生分析知识服务机构案例（ 图书馆储存战略制定） 串讲知识服务机构
如何制定整体战略与业务战略

２． 组织战略的实施（１０ ～ １３ 学时）

２．１ 组织边界与组织结构 （３ 学时）

结合案例讲授组织边界、工作组织的一般结构、解构工作组织解构的维度、跨
国组织一般结构的四大模型和网络结构模型；组织结构与组织战略的关系

２．２ 组织职能（２ 学时）

结合案例（ 一般图书馆的保存和服务职能与机构设置） 分析讲授组织流程、组
织职能与运营效率及其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２．３ 组织变革（１ ～ ２ 学时）

结合案例（ 国家图书馆职能的变迁） 讲授组织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及其与组织
结构的关系

２．４ 组织能力（２ 学时）

结合案例（ 大学图书馆的服务职能及其提升） 讲解组织的战略能力与动态能
力以及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２．５ 组织文化（１ ～ ２ 学时）

结合案例（ 图书馆的研究文化与阅读文化） 讲解组织文化的概念、形成与变化

２．６ 从设计到实现———战略实施小结（１ ～ ２ 学时）

结合案例（ 瑞士储存书库建造与实施案例） 讲解总结战略实施的过程

３． 组织创新（６ 学时）

３．１ 组织创新的类型（２ 学时）

结合相关案例讲授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２ 学
时）

３．２ 组织的创新流程（２ 学时）

结合商业案例讲授组织创新的驱动力、流程以及组织的创新管理主要模型

３．３ 颠覆式创新、开放式创新（２ 学时）

结合案例（ 图书馆创客空间） 讲解组织的颠覆式创新的概念，开放式创新的内
涵、他们与传统创新的区别以及主要的管理方式

４． 组织创新（４ ～ ７ 学时）

学生讨论分析知识服务机构的管理与创新案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３５％） 与相应的案例分析（ ２０％） ；案例探究与汇报（ ２５％） ；课前文
献阅读（１０％） 、课堂讨论与网络在线交流（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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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课堂讨论（１０％） ；案例研究（ 课程相关，期中汇报 １０％，期末案例 ３０％） ；
期末考试（５０％） 。

《 公共图书馆管理实务》 ，邱冠华， 陈萍
《 教师自编讲义》 ，教师自编

《 现代图书馆管理》 ，刘兹恒， 徐建华， 张久珍
参考资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
《 组织社会学十讲》 ，周雪光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资源建设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信息管理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立足于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资源建设，从分析信息、信息媒体和信息资
源的概念、功能出发，系统讨论纸质信息媒体、非纸质信息媒体、电子及网络等
各类信息资源的类型、特点和作用；揭示信息媒体的生产、发行过程及其管理、
控制机制；并根据我国信息服务机构的实际，全面介绍信息媒体采集的计划、
原则；深入分析信息媒体选择和采集的方法；详细介绍信息媒体采集自动化系
统的实现；还要对信息资源的评价和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进行深入的探
讨。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作为信息管理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运用科学的
知识和方法，系统地了解信息资源的构成、特征、类型、作用和发展规律，全面
掌握信息资源建设的原则和方法，为今后从事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资源建设
工作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信息、信息媒体与信息资源（４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二章

纸质信息资源（６ 学时）

第三章

非纸质信息资源（４ 学时）

第四章

网络信息资源（２ 学时）

第五章

信息媒体的生产、发行机制（２ 学时）

第六章

信息媒体采集的书目工具（２ 学时）

第七章

信息资源建设及其原则（６ 学时）

第八章
第九章

信息资源建设的方法 （６ 学时）

信息资源的数量控制与质量评价（２ 学时）

信息管理系

３８７

教学 大 纲 － 教

课堂讲授为主，助教课下辅导。 另安排若干次参观、实习、作业。 开辟网络教

学方式

学平台进行讨论、答疑。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 ７０％，平时作业 ３０％。

办法
教材

《 信息媒体及其采集 （ 第二版） 》 ，作者：刘兹恒。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公共文化服务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论课，主要涉及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基本概念与基
本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文化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涵、公共文化服
务的主体（ 权益主体与责任主体）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制
度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 政府供给与社会化供给） 、公共文化服务的评
价、国际上的公共文化服务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信息
化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ｂａｓ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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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基本面貌、学科的主要研
究内容、社会实践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等，了解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重
大事件，以及国外公共文化服务及治理的基本情况，树立起公共文化是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意识，引导学生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社会问题，建立专
业信念、培养专业兴趣。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公共文化及公共文化服务

１． 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概念及其特征（ 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公共产品与公共
文化产品、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服务）

２． 公共文化需求与公共文化权益保障 ３． 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背景
４．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问题
第二章

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基础

１． 文化生产力理论与公共文化服务，２． 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文化服务

３．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文化服务，４．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文化服务
５． 公共治理理论与公共文化服务
第三章

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架构

１． 公共文化服务的法理基础（ 法律）

２．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制度安排（ 政策）

３． 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过程及机制，４．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
第四章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及其作用

１．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扩展及类型

２． 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及内容（ 人、财、物）

３． 政府与市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私合作，４． 第三部门供给公共文化服务
５． “ 第四域” ：我国的事业单位与公共文化服务
第五章

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供给

１． 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２． 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的基本框架
３． 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的基本走向
第六章

公共文化服务的志愿性供给

１． 公共文化服务志愿性供给的兴起

２． 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途径
３． 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
第七章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民参与

１．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民参与的制度供给，２． 公民参与的机制建立
３． 公民参与的工具选择，４． 公民参与的实践
第八章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论述，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际经验
３． 公共文化服务非均等化现状与制约因素

４．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多元治理、公共财政）
第九章

公共文化服务评价

１． 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２． 公共文化服务指数及评估模式

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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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文化领域内的几种定量评价方法，４． 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估
５． 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效评估
第十章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１．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 法治建设、重大工程）
２．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３．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发展
第十一章

国际公共文化服务

１．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概况
２． 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治理

３． 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发展
第十二章

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

１． 公共服务信息化的内容，２． 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发展的模式
３． 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的影响教
教学方式

１． 课堂讲授为主。 对于刚刚接触公共文化课程的同学来说，这是个全新的领
域，所以以教师讲授为主，占 ６５％比重。

２． 文献阅读。 随课堂讲授的内容，教师会布置阅读材料，请大家课下阅读，占
２０％比重。

３． 课堂讨论。 选择一、 两个重要的热点问题或者目前没有定论的话题，在学

生课下阅读的基础上，组织课堂讨论，占 １０％比重。
４． 教学参观 ＋社会实践 ＋报告。 带领学生在业余时间参观一些公共文化设施、
体验公共文化服务，包括走访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参与百姓的基础文化
生活，如看群众演出、听戏等。 要求学生放假回家时，就家乡的公共文化服务
提交课程报告。 不占课堂教学时间。

５． 课堂讲座。 适当时机，约请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专家、学者、实践者就其亲
身体会做讲座，引导学生思考现实问题，占 ５％比重。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随堂考试 ３０ 分：全学期按照知识单元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随堂用短时间
进行考试，汇总而成。 因为属于基础概论课程，所以要求学生记忆一些知识
点。 同时，这样的要求也可以使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不至于懈怠。

２． 课堂发言 １０ 分：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学生在阅读材料后，谈自己的看
法。

３． 阅读文献 ２０ 分：要求学生增长课堂外知识。
教材
参考资料

４． 学期报告 ４０ 分：综合知识应用，增加学习的实际体验。
教师自编。

《 公共文化服务概论》 ，作者：毛少莹等；

《 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实践》 ，作者：曹爱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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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图书馆参考咨询

课程英文名称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课程中文简介

参考咨询服务在图书馆各种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也是图书馆重要的部门设置。 研究参考咨询服务的内容、规律及数字环境中
参考咨询服务的新手段、新方向是当前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基本内容、当代参考咨询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掌握图书馆参考资源的分布，认识新环境下参考咨询馆员的职责
以及图书馆参考服务过程中用户的特点。 课程内容涉及虚拟参考咨询服务、
在线实时参考咨询服务等新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有助于学生了解图书馆如
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开展参考咨询服务。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参考咨询服务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 学时）

传统参考咨询与数字化参考咨询比较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２ 学时）
参考源的组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 学时）

参考咨询服务技术（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 学时）
参考馆员（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４ 学时）

参考咨询工作中的用户教育（ Ｕｓ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 学时）
参考咨询工作流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学时）
参考咨询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 学时）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４ 学时）
参考咨询工作的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４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教授、课堂讨论、学生报告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１． 平时 ４０ 分（ 包括：平时作业、讨论；课程作业等） ；

办法
教材

２． 期末考试 ６０ 分。

《 国外参考资源检索与利用》 ，作者：张久珍。

参考资料

《 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 ，作者：初景利。

课程中文名称

数据库系统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系

３９１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计算概论，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离散数学

课程中文简介

数据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随着信息
技术和市场的发展，数据管理不再仅仅是存储和管理数据，而转变成用户所需
要的各种数据管理的方式，数据库技术是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决
策支持系统等各类信息系统的核心部分，是进行科学研究和决策管理的重要
技术手段，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

第 １ 章 数据库基础概述；第 ２ 章 关系模型第 ３ 章 结构化查询语言；第 ４

章 数据建模

第 ５ 章 数据库设计；第 ６ 章 数据库管理

第 ７ 章 数据库应用程序；第 ８ 章 大数据、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系统；数据

库实例及应用开发。
课程英文简介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ｅｍａｓ， ｔａｂｌｅｓ，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ｏｍｓ ｉｎ ｈｏｔｅｌｓ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ｈｏｔｅｌ

ｗｉｔｈ ｖａｃａｎｃｉｅｓ．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ＤＢＭＳ）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ｄ －ｕｓｅｒｓ， ｏｔｈ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ｄａｔａ．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ＢＭ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ｒｙｉｎｇ，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ａｓ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数据库系统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技术基础；２．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使
用；３． 数据库设计：方法与工具；４． 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能力；５． 进一
步学习和未来工作的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章

数据库基础概述（２ 学时）

１．１ 使用数据库的原因；１．２ 数据库系统的概念；１．３ 数据库系统结构；１．４ 数据
库系统的构成；１．５ 本章小结
第２章

关系模型（４ 学时）

２．１ 数据模型；２．２ 关系模型；２．３ 关系的键；２．４ 关系的完整性；２．５ 关系操作与
关系代数；２．６ 本章小结
第３章

结构化查询语言（６ 学时）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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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ＳＱＬ 概述；３．２ 示例数据库；３．３ 数据定义；３．４ 单表查询；３．５ 多表查询；３．６
数据更新；３．７ ＳＱＬ 视图；３．８ 小结。
第４章

数据建模（４ 学时）

第５章

数据库设计（８ 学时）

４．１ 数据库应用开发过程；４．２ 需求分析；４．３ 实体 －关系数据模型；４．４ 实体 －关
系图；４．５ Ｅ －Ｒ 图设计示例；４．６ 其它建模方法；４．７ 建模工具；４．８ 小结。
５．１ 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５．２ Ｅ －Ｒ 图向关系模型的转换；５．３ 函数依赖与规范
化；５．４ 数据模型的优化；５．５ 设计用户子模式；５．６ 其他步骤；５．７ 小结。
第６章

数据库管理（８ 学时）

６．１ 事务的概念；６．２ 并发控制；６．３ 数据库备份与恢复；６．４ 数据库安全性；６．５
数据库完整性；６．６ ＤＢＡ 的职责。
第７章

数据库应用程序（８ 学时）

７．１ 数据库应用程序开发过程；７．２ ＶＢＡ 程序设计；７．３ ＰＨＰ 与 Ｗｅｂ 应用程序；
７．４ ＸＭＬ 和 ＪＳＯＮ 简介。
第８章

大数据、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系统（４ 学时）

８．１ 数据库技术发展；８．２ 数据仓库技术；８．３ 联机分析处理技术；８．４ 数据挖掘
技术；８．５ 大数据与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实例及应用开发（４ 学时）
教学方式

授课； 课堂讨论、练习；上机课；课下作业、论坛。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课堂练习、课下作业、上机、讨论（ 课堂 ＆ 论坛） ：３０％ ； 期中测验：１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作业：１５％； 期末考试（ 闭卷） ：４０％ 。
《 数据库系统概论》 ，作者：王珊，萨师煊

《 数据库系统概念》 ，作者：Ａｂｒａｈａｍ Ｓｉｌｂｅｒｓｃｈａｔｚ，Ｈｅｎｒｙ Ｆ．Ｋｏｒｔｈ，Ｓ．Ｓｕｄａｒｓｈａｎ，杨
冬青，李红燕，唐世渭 译； 《 数据库原理》 ，作者：Ｄａｖｉｄ，Ｍ． Ｋｒｏｅｎｋｅ， Ｄａｖｉｄ，Ｊ．
Ａｕｅｒ 。

课程中文名称

文本挖掘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数据结构与算法，ｐｙｔｈｏｎ 数据分析

课程中文简介

论文、专利、报告、新闻、网评等多源信息是大数据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在
数据分析与挖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信息都是以非结构化文本
为主。 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与挖掘，需要识别文本信息的特征，建立语言计算
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进行训练，识别出文本特征，从而对文本

信息管理系

３９３

进行分析、理解与生成。
本课程以非结构化文本信息为主要对象，重点介绍文本分析与挖掘的技
术、算法与平台工具，具体包括三个模块内容。 一是自然语言处理模块，包括
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分析，侧重于语言模型、分析过程与算法；二是文本
计算模型，包括文本表示、深度学习语言模型、主题模型等；三是文本挖掘应
用，包括信息抽取、文本分类聚类、网络评论挖掘等。
本课程为“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专业必修课，同时供其他专业同学选修。
本课程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开设。
课程英文简介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ｔｅｘ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ｎｅｗ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ｕｌｔｉ －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ｅ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ｘ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ｘ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ｔｅｘ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ｅｘ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ｔｃ．； ｔｈｉｒｄ， ｔｅｘ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ｏｆ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ｊ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ｒ ｓｅｎ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实现（ 或完成） 以下教学目标：（ １） 掌握文本挖掘的流程、
技术路线与方法；（２） 熟悉掌握中文分词程序与算法；（ ３） 了解句法分析与语
义分析；（４） 掌握文本挖掘的计算模型；（５） 掌握文本分类聚类、信息抽取、主
题挖掘等应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自然语言处理知识与文本挖掘技术，为以后进入文本
搜索、产品挖掘、大数据分析等领域提供技术实践能力，为相关专业的学习深
造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导论（２ 学时）

（１） 文本挖掘应用场景；（２） 文本挖掘与 ＮＬＰ 的关系；（３） 文本挖掘流程。

２．词法分析（６ 学时）

（１） 词干提取；（２） 中文分词方法；（３） 分词消歧处理；（４） 词性标注 ＰＯ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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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法分析实践。

３．句法分析（４ 学时）

（１） 依存句法分析；（２） 词汇功能语法；（３） 生成树与树邻接语法；（４） ＬＲ 句
法分析算法；（５） 语言处理平台工具 ＮＬＴＫ、ＬＴＰ。

４．语义分析（４ 学时）

（１） 词义标注；（２） 潜在语义索引；（３） 论元角色；（４） 语义角色标注。

５．篇章结构分析（２ 学时）

（１） 话语结构分析；（２） 句子匹配分析；（３） 句群分析。

６．文本计算模型（４ 学时）

（１） 文本表示模型；（２） 分布式表示模型；（３） 离散式表示模型。

７．深度学习语言模型（４ 学时）

（１） 循环神经网络；（２） 卷积神经网络；（３） 端到端学习；（４） 双向 ＬＳＴＭ 与注意
力机制。

８．主题模型（４ 学时）

（１） ＬＤＡ 模型；（２） Ｗｏｒｄ２Ｖｅｃ 模型；（３） ｇｌｏｖｅ 模型。

９．信息抽取技术（４ 学时）

（１） 人名、地名等命名实体识别；（２） 实体关系判别；（３） 模板元素填充。

１０．文本组织与生成（６ 学时）

（１） 文本分类与聚类；（２） 自动文摘；（３） 自动问答；（４） 聊天机器人。

１１．网络评论挖掘（４ 学时）

（１） 情感计算；（２） 观点挖掘；（３） 舆情演化分析。

１２．项目实践讨论（４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讲授（６０％ ～ ７０％；） ；课堂讨论（３０％ ～ ４０％）

平时作业（３０％） ；期末作业（６０％） ；课堂表现（１０％） 。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Ｐｙｔｈｏｎ 自然语言处理》 ，作者：Ｓｔｅｖｅｎ Ｂｉｒｄ 等著 ／ 陈 涛、张旭等译；《 文本信息

分析与全文检索技术》 ，作者：化柏林；《 文本数据挖掘》 ，作者：宗成庆，夏睿，
张家俊。

课程中文名称

机器学习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计算概论，Ｐｙｔｈｏｎ 程序设计

信息管理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３９５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教育部印发的《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明确指出：“ 加
快机器学习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核心关键技术研究” 。

本课程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主要介绍机器学习的

基本概念和常用的机器学习技术与方法，包括：线性回归，聚类分析，支持向量
机，神经网络，决策树，贝叶斯算法，集成学习，深度学习等内容。 本课程同步
规划了一系列与经典机器学习算法对应的应用实践案例，可实现对学生动手
能力的训练。

支撑本课程的基础资料有 ３ 项：（ １） 申请人主讲的北大慕课课程：《 数据

挖掘算法与实践》 ；（２） 申请人主编的教材《 数据挖掘算法与实践》 ，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待出版） ；（ ３） 北京大学“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实训平台
中的案例数据库，详见： ｈｔｔｐ： ／ ／ ｓｃｉｅｌａｂ．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ｔｈｅ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ｏ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ｒ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ｃｏｒ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Ｂａｙｅ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ｐｌａｎ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１）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ＯＯＣ ｔａｕｇｈ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 （ ２ ）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 ｔｏ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 （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ｓｃｉｅｌａｂ．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着重讲解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并通过实例让学
生对机器学习方法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课程强调机器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
以及方法的时效性，达到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拓展学生的思维方法，培养学
生的机器学习分析和应用能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总课时 ５４ 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４２ 学时，应用实践案例讲解与实验 ６ 学时，课
程总结、测验与课程大作业安排 ６ 学时。 具体课时分配见课程大纲中的标注。
课程大纲：

第 １ 章：绪论（２ 学时）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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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的定义、与数据挖掘的区别与联系、内容安排、国内外研究与应用进
展

第 ２ 章：模型评估（４ 学时）

评估方法、评估指标、比较检验
第 ３ 章：线性学习（４ 学时）

线性回归、广义线性回归、逻辑斯蒂回归、多分类学习
第 ４ 章：支持向量机学习（４ 学时）

最大边缘超平面、线性支持向量机、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第 ５ 章：神经网络学习（８ 学时）

神经网络的定义、发展历史、单层感知机、多层前馈神经网络、深层神经网络
第 ６ 章：决策树学习（４ 学时）

决策树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算法、决策树学习常见问题、决策树学习理解解释
第 ７ 章：贝叶斯学习（４ 学时）

贝叶斯学习基础知识、贝叶斯最优分类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贝叶斯分类器
改进

第 ８ 章：最近邻学习（２ 学时）

最近邻学习基础知识、最近邻学习基本思想、最近邻学习常见问题
第 ９ 章：无监督学习（３ 学时）

无监督学习基础知识、Ｋ 均值聚类算法、层次聚类算法
第 １０ 章：集成学习（３ 学时）

集成学习基础知识、集成学习常用方法、集成学习结合策略
第 １１ 章：强化学习（４ 学时）

强化学习概述、有模型学习、无模型学习、对强化学习的理解
第 １２ 章：应用实践 （６ 学时）

应用实践案例之一（ 有监督学习案例） 、应用实践案例之二（ 无监督学习案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２０ 分；基础理论与算法测验：２０ 分；课程大作业之一：３０ 分；课程大

办法

作业之二：３０ 分。

教材

《 机器学习》 ，作者：周志华。

参考资料

《 数据挖掘算法与实践》 ，作者：王继民。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表示与知识图谱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

开课单位

信息管理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信息组织，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信息存储与检索

信息管理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３９７

信息表示是信息管理的基础。 知识图谱是语义化、概念化的信息表示形式，用
以支持推理、问答、语义关联等智能化的操作。
本课程将信息管理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纸质文献环境、数字化信息环

境、网络信息环境和智能化信息环境，将传统图书馆、信息检索系统 ／ 数据库系
统、搜索引擎、知识图谱看成是上述信息环境下的信息系统。 本课程通过梳理
上述各类信息系统中信息表示、信息组织和信息操作的方式，分析信息系统的
内部信息流程，以打通信息管理系专业核心课程之间的隔阂，巩固并深化信息
管理的学科基础。

在此基础上，学习 ＸＭＬ、ＲＤＦ、本体等关于知识图谱构建的基础知识，以及

构建语义化、智能化信息系统的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ＢＳ， ＩＲ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ｗｅｂ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ｃ．

ＸＭＬ， ＲＤ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打通信息管理系专业核心课程之间的隔阂，包括：信息组织、图书馆概论、
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信息存储与检索、计算机网络等。 巩固并深化信息管
理的学科基础； （２） 理解信息表示是各类信息系统的基础，信息表示与信息操
作之间的关系； （３） 了解信息系统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纸质文献
环境，数字信息环境，网络信息环境，智能信息环境。 （４） 学习掌握语义网技
术，包括： ＸＭＬ、ＲＤＦ、本体等。 （５） 能够构造知识图谱，并基于知识图谱实现
智能问答、语义推理等智能系统的功能。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引论 ３ 学时；第二章：纸质文献环境下的信息表示与信息组织 ６ 学时；
第三章：数字信息环境下的信息表示与操作 ６ 学时；第四章：网络信息环境下
的信息表示与操作 ６ 学时；第五章：知识图谱 ２７ 学时，１） ＸＭＬ ２） ＲＤＦ ３）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 本体） ４） Ｌｉｎｋｅｄ Ｄａｔａ；第六章： 智能信息系统的构建 ６ 学时。
课堂讲授：６０％；课堂练习：２０％；讨论报告：２０％。
平时作业：３０％；设计作业：３０％；开卷考试：４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知识图谱：方法、实践与应用》 ，作者：王昊奋。
《 知识图谱》 ，作者：赵军。

社 会 学 系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这是一门为社会学系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是介绍社会工作
这门学科与专业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理论，方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社
会发展的一般趋势。 这门四学分的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来完成，辅佐于课堂
讨论。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工作概述，社会工作发展历史，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工作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等，通过教学从而培养学生对
社会问题和专业助人活动的价值观、技巧、理论分析与实践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ｓ ａ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ｗｉｌｌ
ｓｐｅｎｄ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系统了解和掌握有关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概
念、价值观、理论与实践方法，从而在结合现实社会问题和必要的实践前提下，
培养学生理解与洞察人在环境中的问题与需要，进而增强学生研究社会福利
和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能力。
第一、 从社会工作的概念出发，掌握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产生的历
史背景；
第二、 通过社会福利的发展历史，理解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知识基础与技
巧，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
第三、 理解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基本方法、过程和社会工作实践中工作者的

社会学系

３９９

专业角色，掌握社会工作方法的基本知识与技术；
第四、 联系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与未来经济 － 社会发展趋势， 认识社会工作
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一、 社会工作的定义，二、 社会工作的特征

概述（４ 学时）

三、 社会工作的本质与功能，四、 社会工作的学科性质
五、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
第二章

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１０ 学时）

一、 欧美济贫与慈善事业的早期发展历史
二、 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与专业化的兴起
三、 华人社会中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三章

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８ 学时）

一、 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二、 社会福利的功能
三、 东西方的社会福利观念，四、 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与改革
五、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与社会政策的发展
第四章

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与价值观（１２ 学时）

一、 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二、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三、 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困境与伦理抉择
四、 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同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五、 课堂案例教学与讨论
第五章

个人成长与社会环境（６ 学时）

一、 个人成长与生命阶段的划分，二、 社会环境系统对个人的影响
三、 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１２ 学时 ）

一、 理论基础

（ 一） 外借理论

１． 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福利的学说，２． 精神分析理论，３． 女性主义学说
４．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５． 后现代主义思潮
（ 二） 实践理论

１． 干预理论，２． 评估理论
二、 知识体系

１． 理论学习与反思，２． 专业实践，３． 日常生活经验
注：本章安排课堂讨论
第七章

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４ 学时）

一、 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认同，二、 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义
三、 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冲突，四、 如何处理角色冲突？
第八章

社会工作的方法与实践过程（１０ 学时）

一、 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４０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 个案工作，２． 小组工作，３． 社区工作

４．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行政，５． 社会工作研究
二、 社会工作的实践过程

１． 问题和需要的评估，２． 接触与干预

３． 干预的监督和评价，４． 干预的终止与评估
三、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几个核心概念
第九章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职业化发展（４ 学时）

一、 国际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背景
二、 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一般标准
三、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四、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对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第十章

２１ 世纪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挑战（２ 学时）

一、 ２１ 世纪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挑战
二、 社会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
三、 社会工作专业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佐于课堂讨论和实地参观。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课 堂 参 与 和 讨 论 １０％， 期 中 论 文 ２０％， 期 末 论 文 ２０％， 期 末 闭 卷 考 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５０％。

《 社会工作导论》 ，作者：王思斌。

《 同情心的丧失》 ，作者：阿尔诺·格鲁恩；
《 西方人文主义》 ，作者：阿伦·布洛克；
《 健全的社会》 ，作者：埃利希·弗洛姆；

《 后现代文化》 ，作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作者：波林·罗斯诺；

《 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 ，作者：伯纳行·派里斯；

《 思想自由史》 ，作者：柏雷；《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 ，作者：保尔·芒图；
《 基督教伦理学》 ，作者：查尔斯·Ｌ．坎默；
《 后现代精神》 ，作者：大卫．·格里芬；
《 道德原理探究》 ，作者：大卫·休谟；

《 精神分析学与微精神分析学实用词典》 ，作者：方迪；

《 精神分析引论》 ，作者：弗洛伊德；《 规训与惩罚》 ，作者：福柯。

《 社会工作概论》 ，作者：［ 美］ Ｏ．威廉姆·法利，拉里·Ｌ．史密斯，斯科特·Ｗ．
博伊尔；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心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社会学系

４０１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学说

课程中文简介

见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英文简介

１．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 Ｔｏ ｉｎｓｐｉｒｅ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ｔ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ｑｕｉｐ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４． Ｔｏ ｌａ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基本掌握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经典研究、前沿论争、研究热点和基本方
法。

２． 开始培养英文文献阅读能力和中英文文献搜寻能力。

３． 初步掌握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并能援引相关理论和方法来
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心理难题。

４． 为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论

社会心理构念在中国转型社会研究中的兴起（２ 周）

第１章

社会心理学的演化：基本概念框架和符号权力分层（１．５ 周）

第 １ 部分：历史、方法和突现的新视角

１． 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四种面向：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
２．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生和概要历史

３． 社会心理学的符号权力分层：欧美的符号霸权联盟
第２章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体系（１．５ 周）

１． 研究的三种类型：调查、实验和准实验。

２． 实验之逻辑：核心特征和基本设计，３． 研究之伦理学
４． 研究方法的新进展：话语分析和元分析
第３章

进化社会心理学（２ 周）

１． 社会心理规律和机制：普遍论对特异论，２． 进化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
３． 利他行为的进化论模型，４． 性选择和亲本投资论，５． 批评和辩护。
第 ２ 部分：社会世界的建构：个体内过程
第４章

社会认知（３ 周）

１． 社会认知研究的基本假设

２． 社会认知加工的不同阶段：社会知识的一般结构。

４０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３． 判断启发式和道德判断， ４． 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的激活机制。
５． 归因研究概要

第 ３ 部分：人际过程和社会互动
第５章

亲社会行为（１ 周）

１． 为什么助人？，２． 何时助人———紧急情景中的利他干预机制
３． 助人者—受助者互动
第６章

攻击行为（１ 周）

１． 为什么攻击，２． 攻击发生的主要场景

３． 人质综合征（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第 ３ 部分：群体过程和群际过程
第７章

小群体中的社会影响（２．５ 周）

１． 多数人的影响和群体秩序的建构

２． 少数人的影响和群体创新，３． 群体决策
第８章

群际过程（２．５ 周）

１． 人际 －群际行为连续体，２． 群际冲突：前 Ｔａｊｆｅｌ 时代的理论模型

３． 社会认同论，４． 污名：被贬损的社会认同，５． 迈向群际和谐：接触假设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小组讲演 ２０％，期末闭卷考试 ４０％，期末课程论文 ４０％。

办法
教材

《 社会心理学》 （ 第 ５ 版） ，作者：Ａｒｏｎｓｏｎ Ｅ．著，侯玉波等译；

《 社会心理学》 （ 第 １１ 版影印版，或者谢晓飞翻译版） ，作者：Ｔａｙｌｏｒ Ｓ． Ｅ．；
《 社会心理学精要》 ，作者：克里斯普等著，赵德雷，高明华译。
参考资料

《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 共 １０ 本） ，作者：方文；

《 社会学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 《 心理学报》 《 心理科学进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Ｊ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Ｓ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４ ｅｄ．） ．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欧洲版） ，Ｈｅｗｓｔｏｎｅ Ｍ．；
课程中文名称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ａｒｔ １）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社会学系

４０３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了解经典时代（ １９３０ 年代以前） 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人物、重要著作和关键概

念，有选择地梳理社会学理论自创建学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发展脉络、
问题意识和理论特色，培养基本的社会学经典著作阅读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８３０ ’ ｓ ｔｏ
１９３０’ ｓ，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ｒａ” ， ａｎ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ｎ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见课程中文简介。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开场白

１． 学习国外社会学学说的具体时空背景，２． 现代性兴起后的教育观与社会
观，３． 社会学学说史与对于典范（ Ｃａｎｏｎ） 的思考。
第二周

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

１． 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关系，２． 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与社会理论的基
本特征，３． 现代性的主要面向与历史进程。
第三周

现代性与社会范畴的兴起

１．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范畴的兴起，２． 从传统“ 共同体” 到陌生人“ 社会” ，３． 社会学初
起之时的复杂立场。
第四周

孔德、斯宾塞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 ／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１． 孔德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２． 孔德论人道教，３． 斯宾塞论社会有机体，４． 斯
宾塞论社会变迁，５． 斯宾塞的历史影响与学术影响，６． 孔德与斯宾塞之比较。
第五周

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Ｉ

１． 托克维尔的《 论美国的民主》 ，２．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的平等心智的进步性
与隐忧，３．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多数人暴政。
第六周

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ＩＩ

１． 托克维尔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 ，２． 托克维尔论法国旧制度社会状况，３． 托
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心态，４． 托克维尔作为永远的同时代人。
第七周

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Ｉ

１． 涂尔干的《 自杀论》 ，２． 涂尔干的《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３． 涂尔干论社会学
的基本学科特征、研究方法，４． 涂尔干论失范。
第八周

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ＩＩ

１． 涂尔干的《 社会分工论》 ，２． 涂尔干的《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３． 涂尔干论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４． 涂尔干论现代社会高度分工条件下的法团整合。
第九周

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ＩＩＩ

１． 涂尔干的《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２． 涂尔干与莫斯的《 原始分类》 ，３． 涂尔
干的晚期思想：集体仪式与社会的出场，４． 涂尔干的晚期思想：分类图式与制

４０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度的思考。
第十周

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Ｉ

１． 韦伯的社会学基本概念，２．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３． 韦伯与马克思，４． 韦
伯的基本时代背景。
第十一周

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ＩＩ

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ＩＩＩ

滕尼斯、齐美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Ｔｏｎｎｉｅｓ ／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Ｉ

１． 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２． 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３． 韦伯论
“ 铁笼” 。

第十二周

１． 韦伯的《 以学术为业》 和《 以政治为业》 ，２．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３． 从韦伯论
德国出发。
第十三周

１． 滕尼斯的《 共同体与社会》 ，２． 齐美尔的社会学基本立场，３． 齐美尔的社会
学独特方法。
第十四周

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ＩＩ

１． 齐美尔的《 货币哲学》 ，２． 齐美尔论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３． 齐美尔论现代
文化的悲剧冲突。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ＩＩＩ

第十五周

齐美尔

第十六周

对于经典时代的一种总结

１． 齐美尔论都市风格，２． 齐美尔论陌生人，３． 齐美尔的思想渊源及影响。
１． 经典时代社会学理论“ 圣三一” ，２． 经典时代欧洲社会学理论的两种风格，
３． 世纪末情结下的欧洲社会思想背景，４． 转向北美———过渡到现代社会学理
论（ 下学期） 。

教学方式

大堂讲授，课下选择阅读参考教材，每周安排 ２ 小时办公室答疑时间。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１０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古典社会学理论》 ，作者：瑞泽尔。

《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作者：塞德曼著；
《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上卷） 》 ，作者：杨善华，谢立中；
《 社会思想名家》 ，作者：刘易斯·科瑟。

课程中文名称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ａｒｔ ２）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社会学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４０５

了解现当代（１９３０ 年代以后） 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人物、重要著作和关键概念，
有选择地梳理社会学理论自两战期间至今的发展脉络、问题意识和理论特色，
培养基本的社会学著作阅读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ｋｅ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ｍａｉｎｌｉｎ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０’ 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 ｐｏｓｔ －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见课程中文简见。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帕森斯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Ｉ

１． 社会理论从欧洲到北美，２． 帕森斯的思想渊源
３． 帕森斯的《 社会行动的结构》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ＩＩ

第二周

帕森斯

第三周

米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符号互动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１． 帕森斯的《 社会系统》 ，２． 帕森斯论模式变项，３． 帕森斯论社会变迁
１． 米德的《 心灵、自我与社会》 ，２． 米德论多元自我与社会改良

３． 布鲁默论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则，４． 符号互动论的当代拓展
第四周

戈夫曼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

１． 戈夫曼的《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２． 戈夫曼论社会生活三模型：戏剧、仪式与博弈
３． 戈夫曼论当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性
第五周

常人方法学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１． 常人方法学基本立场，２． 常人方法学论社会秩序
３． 常人方法学论日常生活的索引性
第六周

冲突理论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科塞 Ｌｅｗｉｓ Ｃｏｓｅｒ、达伦多夫 Ｒａｌｆ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

第七周

交换理论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霍曼斯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ｏｍａｎｓ、布劳 Ｐｅｔｅｒ Ｂｌａｕ

１． 科塞论安全阀，２． 达伦多夫论强协联，３． 冲突理论的基本观念

１． 霍曼斯论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２． 布劳的《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３． 布劳的《 不平等与异质性》
第八周

结构功能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ｒｔｏｎ

１． 默顿的中层理论观，２． 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核心概念
３． 新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九周

法兰克福学派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

１． 霍克海默论批判理论，２． 阿多诺论文化工业

３． 马尔库塞论新感性革命，４． 弗洛姆论逃避自由
第十周

哈贝马斯

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１． 哈贝马斯论认知旨趣，２． 哈贝马斯的《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３． 哈贝马斯的《 沟通行动理论》 ，４． 哈贝马斯的《 后国族架构》
第十一周

吉登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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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吉登斯的《 社会的构成》 ，２． 吉登斯的《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３． 吉登斯的《 民族国家与暴力》
第十二周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布迪厄

１． 布迪厄论反思社会学，２． 布迪厄的关系论

３． 布迪厄论场域、资本、惯习，４． 布迪厄论区隔
第十三周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

埃利亚斯

１． 埃利亚斯的《 文明的进程》 ，２． 埃利亚斯的知识社会学
３． 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
第十四周

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 福柯的《 规训与惩罚》 ，２． 福柯的《 癫狂与文明》
３． 福柯的《 性史》 ，４． 福柯的《 治理术》
第十五周

布希亚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１． 布希亚的《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２． 布希亚的《 消费社会》
３． 布希亚的《 物体系》
第十六周

鲍曼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

１． 鲍曼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 ，２． 鲍曼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
３． 从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出发———全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并结合讨论和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西方社会学理论》 ，作者：杨善华，谢立中。
《 国外社会学理论》 ，作者：刘少杰；

《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作者：杨善华；《 外国社会学史》 ，作者：贾春增。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统计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社会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按照变量的
测量层次详细阐述统计描述和统计推论的操作程序和具体方法。 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掌握统计学的基础知识与常用的统计技术，能够独立、完整地处理大
部分统计资料。 由于教学对象是本科学生，本课程只讲授初级社会统计学的
内容，主要限定在单变量和双变量统计范围之内。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社会学系
教学基本目的

４０７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统计学的基础知识与常用的统计技术，能够独立、完
整地处理大部分统计资料。 由于教学对象是本科学生，本课程只讲授初级社
会统计学的内容，主要限定在单变量和双变量统计范围之内。

内容提要及相

分统计描述和统计推论两部分。 统计描述部分介绍图、表的制作和分布的特

应学时分配

征、研究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介绍双变量的各种相关统计，重点介绍线性回
归。 统计推论部分介绍概率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概率分布的各种形式，重点介
绍各种变量、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期中考试 ３０ 分，期末考试 ４０ 分，平时作业 ３０ 分。

办法
教材

《 社会统计学》 ，作者：卢淑华；《 社会统计学》 ，作者：布莱洛克；
《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作者：李沛良。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数据分析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分析的基
本原理、操作与运用。 主要内容包括：ＳＰＳＳ 基本知识及数据录入、ＳＰＳＳ 命令
文件编写、用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做数据汇总、描述性统计（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 与 Ｅｘｐｌｏｒｅ 的
应用） 、数据变换、交叉汇总与关联分析（ Ｃｒｏｓｓｔａｂｓ 的应用） 、描述子总体均值
的差异 （ Ｍｅａｎｓ 过 程 的 应 用） 、 均 值 比 较 分 析 （ Ｔ———Ｔｅｓｔ 过 程） 、 方 差 分 析

ＡＮＯＶＡ、相关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过程分析） 、简单线性相关（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
ＳＰＳＳ 统计图形等方面。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ｒｃｕｓ ｏｎ ｂａｓｃ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ｉｓｉｓ
ｔｅｃｈｉｎｉｃ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ｄ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Ｍａｉ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ＳＰＳＳ， ｄａｔａ ｉｎ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ｃｌｅａｎ，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Ｃｒｏｓｓｔａｂｓ， Ｍｅａｎｓ， Ｔ － Ｔｅｓｔ， ＡＮＯＶ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Ｐｌｏｔ ＂ ｔｏ ｄｏ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教学基本目的

１． 能够运用基本的数据分析技术对社会调查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
２． 能够正确地理解和阐述数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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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第十一讲
第十二讲
第十三讲

ＳＰＳＳ 基本知识及数据录入（４ 学时）
ＳＰＳＳ 命令文件的编写（２ 学时）

用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做数据汇总（２ 学时）

描述性统计（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 与 Ｅｘｐｌｏｒｅ 的应用） （２ 学时）
数据变换（２ 学时）

交叉汇总与关联分析（ Ｃｒｏｓｓｔａｂｓ 的应用） （４ 学时）
引进其他变量后的交互分析（２ 学时）

描述子总体均值的差异（ Ｍｅａｎｓ 过程的应用） （２ 学时）
均值比较分析（ Ｔ Ｔｅｓｔ 过程） （２ 学时）
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２ 学时）

相关分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过程分析） （２ 学时）

简单线性相关（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２ 学时）
ＳＰＳＳ 统计图形（２ 学时）

考试复习（２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演示，学生上机练习，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２０％， 考试成绩 ８０％。 具体为平时作业 ２５％，小组报告 １０％，期末闭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卷考试 ６５％。

《 ＳＰＳＳ 基础教程》 ，作者：刘爱玉。

《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作者：李沛良；
ＳＰＳＳ １３．０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ｒｉｊｉａ Ｊ．Ｎｏｒｕｓｉｓ；
《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作者：袁方，王汉生；
《 回归分析》 ，作者：谢宇；《 Ｓｔａｔａ 实用教程》 ，作者：王天夫，李博柏；
《 应用 Ｓｔａｔａ 做统计分析》 ，作者：劳伦斯·汉密尔顿；
《 社会统计学》 ，作者：卢淑华。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调查实践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专业实习安排在大三进行，其目的是在专业学习和调查的基础上，让学生对本
专业有更具体深刻的认识。 通过跟随导师在相关单位或项目的实地调研，更
深入地了解社会学应用，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初步应用到实际中去。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社会学系
教学基本目的

４０９

专业实习安排在大三进行，其目的是在专业学习和调查的基础上，让学生对本
专业有更具体深刻的认识。 通过跟随导师在相关单位或项目的实地调研，更
深入地了解社会学应用，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初步应用到实际中去。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阶段：选择导师进行专业实习；第二阶段：写出实习报告。

应学时分配

具体时间分配由导师根据课题进度自主进行调节。

教学方式

实习实践。

学生成绩评定

根据学生实习结果和实习报告，由实习导师给出最后得分。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人类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社会人类学于 １９ 世纪中叶在欧洲出现之后，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德国、俄罗
斯、日本，以不同称谓（ 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族志） 得到初步发展。 ２０

世纪初，功能人类学、社会学年鉴派及历史具体论在英、法、美三国兴起，现代
民族志方法与人类学理论解释由此成熟。 到 １９５０ 年代，随着法国结构人类学
的出现，及前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新进化论的出现，学科经历了一个的重要阶
段。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基于此前的铺垫，又进入了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后
现代主义时期。

社会人类学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解释人的存在，其基础分支领域为分类、亲属
制、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 在基础分支领域基础上，社会人类
学还注重族群、物质文化、都市、医疗、历史的研究。

自 １９ 世纪末起， 中国开始从欧洲或间接从日本引进社会人类学知识。 从

１９２０ 年代其，国立科研机构及综合院校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 其中中央研究
院及燕京大学尤为重要） ，至 １９４０ 年代，国内学科已接近人类学先进国（ 如法
国） 的水平。 １９５０ 年代，学科名称禁用，但研究仍进行，被运用大规模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 １９８０ 年代，社会人类学在“ 人类学” 、“ 民族学” 的名号下，在综合
院校及民族院校分别得以重建，并有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发展。

１９８０ 年代，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社会学系（ 含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设立人类
学研究方向与课程，如文化人类学、社区研究、比较社会学，而“ 社会人类学”
一课，则于 １９９６ 年在本科生中正式设立，为社会学专业学生的辅助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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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１９９８ 年，北京大学建立人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此后，“ 社会人类学” 本
科课程，也成为这一学位点的前期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后被定义为“ 主干基
础课” 。 此课为学科导论课程，教学内容包括：（１） 学科史；（２） 研究内容；（３）

研究方法；（４） 理论演变史；（５） 分支领域介绍；（６） 中国人类学；（７） 学术与现
实意义解释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ｍａｄ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ａｎｄ ６０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ａ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ｏ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ＵＳ， ＵＳＳ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ｓｔ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ｂ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ｈａｖｅ ｌａｔｅｒ ｂｅｅｎ ａｄｄｅｄ．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ｔｈｅｓｅ ｗｅｒｅ ｌａｔｅ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 Ｂｙ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ａ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ｂｕ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ｒ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 ｈａ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５２） ．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ｔｈｅｓ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ａｌｌｅｄ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Ｉｎ １９９６，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ｅ ｏ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 ｂｏｔｈ Ｍ． Ａ ａｎｄ Ｐｈ． Ｄ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ａｓ ｓｉｎｃ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ｐｒｅ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 －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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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课程为社会人类学导论课，是社会学系本科必修课程之一，它的设置目的为：
使学生了解该学科的历史与理论的基本面貌，使其对个别经典论著有初步内
在把握；２） 使学生了解民族志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局限；３） 使学生形成人类学
的初步分析能力和学术鉴别能力。 课程涉及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社
会组织、政治、经济及宗教的基本形态） 、学科定位（ 与其他学科及分支学科的
关系） 、学说演变（ 古典人类学、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 、分支领域研究
（ 亲属制度、分类、生产与交换、支配、神圣王权、分支组织、巫术、信仰、仪式
等） 当代状况之外，还将介绍人类学研究的某些个人经验（ 中国研究） 。 修课

学生的学习目标为二：（１） 通过学习，对学科的基本问题逐步产生初步兴趣；
（２） 通过学习和思考，形成运用人类学眼光来分析社会和文化的习惯。 教学
将讲座、阅读讨论、民族志电影展演及田野考察报告相结合。
内容提要及相

课程涉及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学说演变、分支领域研究、当代状

应学时分配

况之外，还将介绍中国人类学研究及个人研究经验。 首先，课程介绍了广义人
类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体质、生物与分子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
族学；接着，介绍社会人类学在广义人类学中的地位，及与其相互关系，侧重强
调分子人类学、语言研究及考古学对于农业革命与都市革命的研究对于理解
人之为人的重要意义，及社会人类学自身的学理逻辑。 接着，课程介绍社会人

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民族志，概述其研究步骤、原则与理论概括的风格。
其三，课程介绍社会人类学分支领域的基本内容，包括分类与宇宙论、亲属制、
宗教、经济、政治等方面。 其四，介绍人类学理论演变的历史，介绍 １９ 世纪中
叶欧洲出现人类学的背景至少人类学在英、法、美三国的发展，及现代民族志
方法与人类学理论解释的成熟，１９５０ 年代法国结构人类学的出现，及前苏联、
美国和中国的新进化论的出现，及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后

现代主义的基本主张。 其五，课程还重点解释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国内外成就，
及这些成就的学术与现实含义。

学时分配情况如下：第一类：讲课（１０ 次，共计 ３０ 学时） ；第二类：读书报告会
（３ 次，共计 ９ 学时） ；第三类：田野考察报会（１ 次，共计 ３ 学时） ；第四类：民族
教学方式

志电影播放（３ 次，共计 ９ 学时） ；第五类：复习考试（１ 次） 。

讲座、阅读讨论、田野考察报告及民族志电影播放相结合，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类：讲课（１０ 次，共计 ３０ 学时）
第一讲

讲座：人类学是什么？

第二讲

讲座：社会人类学概要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讲座：分支领域 １（ 分类与亲属制）
讲座：分支领域 ２（ 宗教、仪式）

讲座：分支领域 ３（ 礼物、交换与生产）
讲座：分支领域 ４（ 政治与其他）
讲座：理论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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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讲座：民族志方法

第九讲

讲座：中国的汉人、少数民族、海外研究

第十讲

讲座：人类学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第二类：读书报告会（３ 次，共计 ９ 学时）

第三类：田野考察报会（１ 次，共计 ３ 学时）

第四类：民族志电影播放（３ 次，共计 ９ 学时）
第五类：复习考试（１ 次）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作业及平时表现占 ４０％，期末考试占 ６０％。
《 人类学是什么？》 ，作者：王铭铭；
《 人类学讲义稿》 ，作者：王铭铭。

参考资料

《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作者：马林诺夫斯基；
《 礼物》 ，作者：莫斯；

《 努尔人》 ，作者：埃文斯 －普理查德；
《 忧郁的热带》 ，作者：列维 －斯特劳斯；
《 仪式过程》 ，作者：特纳；

《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作者：王铭铭；

《 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 ，作者：王铭铭。
课程中文名称

人类学理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什么是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核心概念、理论范式是什么？ 此课程
介绍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不同学术区域及其理论范式和代表人物、不同的
理论面向和主题。 通过阅读文献、课堂授课、小组汇报以及批判性写作，帮助
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以及对人类学感兴趣的其他专业学生厘清人类学的研究
边界、定义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掌握人类学的知识传统。

课程英文简介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ｓ． Ｂ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社会学系

４１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ｅｄ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ａ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此课程预期达到的目标包括：１． 理解人类学理论源起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
关怀和发展趋势，２． 掌握主要人类学核心概念和理论范式；３．了解人类学经典
书目和最新理论动态；４． 熟悉人类学理论文献批判性阅读的方法和基本学术
写作格式。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导论：什么是人类学？ 什么是理论？

第 １ 周（９．２０） ： 发现他者：旅行、拓殖、取经
阅读

蒙田，２００９．“ 论食人族” ，《 蒙田随笔全集》 ，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玄奘，１９８５． “ 印度总述” ，《 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
第 ２ 周（９．２７） ：反观自我：人与非人、西方与东方
阅读

Ｓａｉｄ， Ｅ． １９７７． “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４９ － ７２ （ 中文：《 东方主义》 ）

王铭铭，２００７．“ 西方的东方化，东方的西方化” ，《 西方作为他者》 ，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

提交第一篇阅读提要。

２． 现代性危机：结构和集体，生产和交换
第 ３ 周（１０．１１） ： 马克思，商品和生产
阅读：

Ｍａｒｘ， Ｋ． ２００７． Ｃｈａｐ． ５ ‘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 １８４５］ ’ ， ｐｐ． ８２ － ８５； Ｃｈａｐ． 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１８４４’ ｐｐ．８６ － ９５； Ｃｈａｐ． ９ ‘ Ｗａｇｅ －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８４７］ ｐｐ．１２２ － １２９； Ｃｈａｐ． １０ ‘ Ｃｌａｓｓｅｓ ［１８６７］ ’ ｐ．１３０．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Ｃｒａｉｇ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Ｋａｒｌ． １９５７．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Ｃｏｎｒａｄ Ａｒｅｎｓｂｕｒｇ， ＆ Ｈａｒｒ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 ｅｄ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４３ － ２７０．
拓展阅读

汤普森， Ｅ． Ｐ．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 ． ２０１３． “ 阶级意识，” 《 英国工人阶
级的形成》 ． 钱乘旦（ 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８３５ － ９８２．

Ｍｉｎｔｚ， Ｓ．Ｗ． １９８６， Ｓｗｅｅ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ｓｕｇａ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第 ４ 周（１０．１８） ：涂尔干 ＆ 莫斯，道德和交换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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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涂尔干，１９９９． “ 导言、第一卷 ／ 先导问题，” 《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汲
喆（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 － １２８
Ｍａｕｓｓ， Ｍａｒｃｅｌ． ［ １９２５ ］ ２００４． “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ｉｆｔ，”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 Ｊｏｎ ＭｃＧｅｅ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Ｗａｒｍｓ （ ｅｄｓ．） ．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 １０４ － １１６． （ 莫斯． ２００２． 《 礼物》 ， 汲喆
（ 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拓展阅读：

Ｇｏｄｅｌｉｅｒ，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２００４． “ Ｗｈａｔ Ｍａｕｓ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ａ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Ｙｏｕ Ｇｉｖ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Ｙｏｕ 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Ｋｅｐｔ，” ｉ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ｅｒｎｅｒ ＆ Ｄｕｒａｎ Ｂｅｌｌ （ ｅｄｓ．） ． Ｗａｌｎｕｔ Ｃｒｅｅｋ， ＣＡ：
Ａｌｔａ 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 ３ － ２０．
Ｇｒａｅｂｅｒ， Ｄａｖｉｄ． ２０１１． Ｄｅｂ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５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ｈｏｕｓ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 １９８２． Ｇｉｆ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第 ５ 周（１０．２５） ： 韦伯，理性和现代性

Ｗｅｂｅｒ， Ｍ． ２００７． Ｃｈａｐ． １５ ‘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ｐ． ２１１ － ２１７；
Ｃｈａｐ． １６ ‘ Ｂａｓ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１９１４］ ｐｐ．２１８ － ２２７； Ｃｈａｐ． １９ ‘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ｐ．２５６ － ２６３； Ｃｈａｐ． ２０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ｐｐ．２６４ － ２７３．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ｌｈｏｕｎ， Ｃｒａｉｇ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韦伯． ２０１０．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康乐、简惠美（ 译） ． 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第 ６ 周（１１．１） ： 列维 －施特劳斯和结构主义

阅读：
Ｌｅｖｉ －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Ｃｌａｕｄｅ， １９７７．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ｐ． ５１ － ６４；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ｙｔｈ，” ｐｐ． ２３０ － ２４０，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ｌａｉｒｅ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ｏｋｅ Ｇｒｕｎｄｆｅｓｔ Ｓｃｈｏｅｐｆ （ ｔｒａｎｓ．） ．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ｘ，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ｅａｃｈ， Ｅｄｍｕｎｄ， １９７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ｅｙ （ ｅｄ．） ．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３７ － ５６．
提交第二篇阅读提要。

３． 后结构时代：实践和现象，主体性和能动性
第 ７ 周（１１．８） ：现象，深描和仪式
阅读：

Ｇｅｅｒｔｚ，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１９７３． “ 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３ － ３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 ２００４．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１９９６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ｘｉ －ｘｘｘｉ，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 ｐｐ． ６９ － ８７，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Ｔｕｒｎ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 Ｗｉｔｔｅｒ． １９６７． “ Ｂｅｔｗｉｘ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ｒｉｔｅｓ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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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ｓｓａｇｅ，” ｐｐ． ９３ － １１１，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ｄｅｍｂｕ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第 ８ 周（１１．１５） ：实践和能动性
阅读：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９７７．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Ｈａｂｉｔ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ｃｅ （ ｔｒａｎ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５９ － １９７．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 Ｌ． １９９２． “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ｎ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 － ６０．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Ｐ． Ａ． ２００４． Ｏｆ ｒｏ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ｒｏｏｔｉｎｇ： Ｋａｂｙｌｅ ｈａｂｉｔ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４） ， ５５３ – ５７８．
第 ９ 周（１１．２２） ： 权力和主体性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ｖｉｌ （１９９３） ．
阅读：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Ｍ． ［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０． Ｔｗｏ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１９７２ － １９７７． Ｃｏｌｉｎ Ｇｏｒｄｏｎ， ｅｄ． Ｐｐ． ７８ － １０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Ｍ． １９８８．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Ｌｕｔｈｅｒ Ｈ．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Ｔａｖｉｓｔｏｃ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６ － ４９．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Ｍ． １９９１．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８７ － １０４．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Ｊüｒｇｅｎ． １９８７． “ 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ｗｅｌｖ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Ｊ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ｙｌｖèｒｅ Ｌｏｔ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７． Ｆｏｒｇｅｔ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 ｅ） ： ２７ － ７０．
拓展阅读：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Ｇｉｌｌｅｓ． ２００４．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ｉｎｕｉｔ．
Ｓａｉｄ， Ｅ． １９８８． “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２６ － １９８４” 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 Ａｒａｃ （ ｅｄ．） ．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 － １１．
第 １０ 周（１１．２９） ：后殖民，女权，抵抗
阅读：

Ａｓａｄ， Ｔａｌａｌ． １９７３．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Ｂｏｏｋｓ： ９ － ２０．

４１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Ｓｈｉｐｌｅｙ， Ｊｅｓｓｅ Ｗｅａｖｅｒ， Ｊｅａｎ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Ｍｂｅｍｂｅ． ２０１０．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ｅａｎ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ｍｂｅｍｂｅ，”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８３ （３） ： ６５３ － ７８．

Ｓｔｏｌｅｒ， Ａｎｎ． ２０１０．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１ － ５３

Ｏｒｔｎｅｒ， Ｓ． １９７２． “ 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ｏ Ｍａｌｅ ａ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２） ： ５ － ３１．
Ｓｐｉｖａｋ， Ｇ． Ｃ． ２００５． “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 （４） ： ４７５ － ４８６．
提交第三篇阅读提要。

４． 回归：自然和文化之外

第 １１ 周（１２．６） ． 知识、批判、认识论
阅读：

Ｈａｒａｗａｙ， Ｄｏｎｎａ． １９８８． “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５ （３） ： ５７５ － ５９９．
Ｏｒｔｎｅｒ， Ｓｈｅｒｒｙ Ｂ． １９８４． “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６ （１） ：１２６ － ６６．
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ｉｌｙｎ． １９９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ａｖａｇｅ， ＭＤ：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拓展阅读：

Ｍｏｏｒｅ，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 Ｌ．；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Ｔｏｄｄ （ ｅｄｓ．） ． ２００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
第 １２ 周（１２．１３） ． 自然，文化，本体论
阅读：

Ｈｏｌｂｒａａｄ， Ｍ．，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Ｍ． （２０１７） ．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 － ２９．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Ｅ． １９９８． “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ｉｘｉ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４（３） ： ４６９ － ４８８．

Ｃｏｕｒｓｅ， Ｍ． ２０１０． “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ｆｏ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ｎｄｉ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０（３） ： ２４７ – ２６３Ｄｅｓｃｏｌ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２０１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第 １３ 周（１２．２０） ． ＳＴＳ：科学与社会
阅读：

Ｃａｌｌｏｎ，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８６． “ Ｓｏｍ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ｌｏ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ｏｆ Ｓｔ． Ｂｒｉｅｕｃ Ｂａｙ，”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Ｊｏｈｎ Ｌａｗ （ 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社会学系

４１７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６ － ２３３． Ｃａｌｌｏ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ａｔｏｕｒ， Ｂｒｕｎｏ． １９８１．

“ Ｕｎｓｃｒ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ｇ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Ｈｏｗ Ａｃｔｏｒｓ Ｍａ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ｔｏ Ｄｏ Ｓｏ，”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 －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ｓ． Ｋ． Ｋｎｏｒｒ －
Ｃｅｔｉｎａ ＆ Ａ． Ｖ．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 ｅｄｓ．）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２７７ － ３０３．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Ｊｅａｎ． ２００３．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ｕｌｌｉｏ
Ｍａｒａｎｈ？ ｏ ＆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Ｓｔｒｅｃｋ （ ｅｄｓ．） Ｔｕｃｓｏｎ， ＡＺ：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７２ － １９４．
Ｒ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５． Ｃｏｄ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ｏｒ Ｗｈｙ ａ Ｍｅｔａｃｏｄ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Ｈｏｗ Ｉｄｅ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ｚａｒｎｉａｗｓｋａ ＆ Ｇｕｊｅ Ｓｅｖóｎ， ｅｄｓ．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５９ － ２７４．
第 １４ 周（１２．２７） ：美美与共：理论和伦理
阅读：

Ｇｕｐｔａ， Ａｋｈｉ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９７．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ｓ

Ｓｉ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ａ Ｆｉｅｌ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ｋｈｉｌ Ｇｕｐｔａ ＆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ｅｄ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 － ４６．

Ａｂｕ －Ｌｕｇｈｏｄ，Ｌｉｌａ． １９９６． “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Ｆｏｘ （ ｅｄ．） ，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 １３７ － １６２．

Ｆｉｒｔｈ， Ｒ． １９８９． “ Ｎｅｗ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Ａ Ｄｉ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ｅｓｔ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Ａｔｈｌｏｎｅ Ｐｒｅｓｓ．

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Ａ． ２０１６． “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３８７ （１００３８） ： ２５９６ －
２５９７．

费孝通． １９９７．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３） ：
１５ － ２２．
提交第四篇阅读提要。

５． 学期论文论文提交（２０２０． １．１０ 之前）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课堂授课，读书报告，专题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１． 课堂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４０％（ 课堂汇报 ＋课堂讨论） ；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２． 阅读提要（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３０％（４ 篇） ；
３． 期末论文（ ｐａｐｅｒ） ３０％（１ 篇） 。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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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人类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为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旨在对西方人类学的学科
发展历史作基础性、综合性介绍，内容包括西方人类学的史前史，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人类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萌芽和确立的过
程，以及此后形成的不同人类学传统和流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ｇｉｖ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 ｂａｓｉｃ ｂｕ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计划通过介绍西方人类学思想的萌芽，人类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西
方不同国家的确立过程，以及其后形成的西方人类学内部的不同传统、发展和
演变，使得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能够对人类学的学科历史有一个基础而全面
的了解，同时能将人类学置于不同国家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中，并通过与相关学
科的关联来增进关于人类学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的理解和把握。

内容提要及相

一，西方人类学的史前史（２）

应学时分配

二，人类学的英国起源及其传统（６）

１，维多利亚时代：慈善与科学（２）

２，从托雷斯海峡到特罗布里恩：田野工作的确立（２）
３，从太平洋到非洲：功能与结构（２）

三，人类学的法国起源及其传统（６）

１，从书斋到田野：理论与实践（２）
２，从归纳到演绎：结构主义（２）
３，马克思的遗产：理论革命（２）

四，人类学的德国起源及其传统（６）

１，世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地方与世界（２）
２，民族志与民族学：从田野到书斋（２）

３，从体质人类学到优生学：知识及其运用（２）
五，人类学的美国起源及其传统（６）

１，印第安问题：科学与秩序（２）

社会学系

４１９

２，德国遗产：文化与物质（２）
３，传统与现代：社区研究（２）

六，人类学的反思与批判：方法与历史（４）

１，呈现与书写（２）

２，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２）

七，２０ 世纪晚期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和趋势（４）

１，文化与社会的新图景（２）
２，本体论转向（２）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８０％） ；

讨论及汇报（２０％）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参与（３０％） ，平时作业（３０％） ，讨论及汇报（１０％） ，期末作业（３０％） 。
《 人类学是什么》 ，作者：王铭铭；

《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作者：王铭铭。
参考资料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作者：Ｔｈｏｍａｓ Ｈｙｌｌａｎｄ Ｅｒｉｋｓｅ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ｎ Ｓｉｖｅｒｔ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作者：Ｐｅｔｅｒ Ｍｅｔｃａｌ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作者：Ａｌａｎ Ｂａｒｎａｒｄ；
《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 ，作者：巴特。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社会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中国现代社会学，发端于清末西学东渐和维新变法之时，也是中国开始在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领域主动融入现代化进程之时。 初如康有为、梁启
超所持的“ 合群立会” 的主张，后如严复“ 群学为纲” 的思想，都为中国社会学
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发育不仅学科配置健全，流派纷
呈，亦扩展至社会科学诸学科，乃至人文历史领域，成为学术界理论和方法上
的主导力量。 各派学者提出了各种从民情到制度，从文化到政治的总体理念
和方略，这是今天社会学者从事研究必须继承的重要传统。
本课程通过系统讲解配合文本阅读的教学方式，系统整理清末民国以来
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特别是晚清民初以康有为、梁启

４２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超、严复、王国维、柳诒徵、夏曾佑等所奠定的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基本问题格
局，以及 １９２０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研究在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内的丰富展
开，特别是燕京学派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ｂｙ
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ｉｄｅａ ｏｆ Ｙａｎ Ｆｕ’ ｓ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ｍｕｓ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ｔｏｄａ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Ｋａｎｇ Ｙｏｕｗｅｉ，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Ｙａｎ Ｆｕ，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ｗｅｉ，
Ｌｉｕ Ｙｉ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 Ｚｅｎｇｙｏｕ’ 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ｉｎｇ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教学基本目的

中国现代社会学，发端于清末西学东渐和维新变法之时，也是中国开始在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领域主动融入现代化进程之时。 初如康有为、梁启
超所持的“ 合群立会” 的主张，后如严复“ 群学为纲” 的思想，都为中国社会学
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社会科学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确立了上识国体、
下察民情的基本精神。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发育不仅学科配置健全，流派
纷呈，亦扩展至社会科学诸学科，乃至人文历史领域，成为学术界理论和方法
上的主导力量。 各派学者通过理论构造、文献考证、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等全
面系统的社会研究，提出了各种从民情到制度，从文化到政治的总体理念和方
略，从而使社会科学的主题、概念和方法深深扎根于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不仅
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客观认识，更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提出了
总体构想。 因而，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发轫，真正促发了现代学术的兴起，也真
正培育了中国学者立国化民的社会关怀和学术使命。 可以说，清末民国中国
社会学研究，是催生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的重要动力和内容，也是今天社会学者
从事研究必须继承的重要传统。 ２０ 年前，“ 中国社会学史” 曾经是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课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由社会学前辈韩明谟先生执教，深受
学生欢迎，也曾为培育学生的学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课程旨在继承社会学
系这一优良的教学传统，通过系统讲解配合文本阅读的教学方式，系统整理清
末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为学生勾勒出这一时
期学术研究的整体结构，特别是晚清民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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诒徵、夏曾佑等所奠定的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基本问题格局，以及 １９２０ 年代以
后中国社会学研究在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内的丰富展开，特别是燕京学派
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是我们需要继承的重要传统。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授课时间拟为一学期，讲授 １４ 周，复习考试 ２ 周。 第一周 导论：中国近
现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学 第二、三周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中的经学和群学主张
第四周 严复社会思想中的三个阶梯 第五、六周 新史学：从王国维到陈寅恪
第七周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新旧各派 第八周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及民国社会研
究 第九周 燕京学派的社会学“ 中国化运动” ：吴文藻 第十周 燕京学派的传统
社会制度研究：杨开道 第十一周 燕京学派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林耀华与陶
云逵 第十二周 燕京学派中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费孝通 第十三周 燕京学派中
的社会史研究：潘光旦和瞿同祖 第十四周 经济史研究中的社会学问题 第十
五周 小结：民国社会科学传统的当代复兴 第十六周 作业与考试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文献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读书报告 ＋论文。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论证性论文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专业规定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应社会学本科同学的要求，本课程为四年级（ 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期待掌握
论文写作要领的同学而备。 课程旨在帮助本科同学了解研究性思维及论证性
写作的逻辑，希望加入研究工作、提高论文写作水平的同学可选。
课程内容根据论证性论文要求的基本环节讲授：研究准备；构建问题；文
献评估；方法选择；组织资料；分析框架；理论解释；研究计划。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ｙｅａ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ｔａｇ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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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教学基本目的

帮助本科高年级学生掌握论证性思维逻辑，提高学位论文写作水平。

内容提要及相

以下八项内容讲八周，每部分一次（ ２ 课时） ： １，研究准备；２，构建问题； ３，文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献评估； ４，方法选择； ５，组织资料； ６，分析框架； ７，理论解释； ８，研究计划。
讲授及范文案例展示为主，课堂回应问题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学生自我修改论文一份，写出评议：指出原来存在问题，列出具体的改进要点

办法

交教师审阅。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社会思想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门课介绍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注重原典阅读和理解。 同学们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掌握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基本方法和一些传统社会思
想的主要概念。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本门课介绍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内容，注重原典阅读。 同学们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应该掌握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基本方法和一些传统社会思想的主要概
念。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导论

第二讲

仁恕

费孝通：《 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 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
第三讲

义内

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
第四讲

王夫之：《 四书训义》

性善

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
条） 》

王夫之：《 四书训义》

王夫之：《 四书训义》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性（ 九

社会学系
第五讲

４２３

宗法

陈立：《 白虎通疏证·宗法》
第六讲

礼教

第七讲

丧服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 礼记正义·檀弓》 选读
张锡恭《 丧服郑氏学》 选读
第八讲

封建

柳宗元 “ 封建论”

陆机 “ 五等诸侯论”
第九讲

变法

顾炎武 “ 郡县论”

刘咸炘 “ 陆机五等诸侯论申证”

苏轼：《 上神宗皇帝书》
第十讲

丁凌华：《 中国丧服制度史》

赵汝愚：《 宋名臣奏议》 选读

议礼

张寿安：《 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教学过程中使用 ＰＰＴ 及网络资源。

主要内容除导论外共九讲，每 ３ 讲交一次 １５００ 字以上的读书心得，电子版发
到两位助教邮箱，纸版在课堂上提交，占成绩 ３０％；课程结束后开卷考试，占成
绩 ７０％。

《 四书训义》 ，作者：王夫之；《 孟子字义疏证》 ，作者：戴震；《 白虎通疏证：宗
法》 ，作者：陈立；《 礼记正义·檀弓》 ；《 殷周制度论》 ，作者：王国维；《 丧服郑氏
学》 选读，作者：张锡恭；《 中国丧服制度史》 ，作者：丁凌华；《 封建论》 ，作者：柳
宗元；《 郡县论》 ，作者：顾炎武 ； 《 陆机五等诸侯论申证》 ，作者：刘咸炘；《 上
神宗皇帝书》 ，作者：苏轼；《 宋名臣奏议》 选读，作者： 赵汝愚； 《 四书章句集
注》 ，作者：朱子；《 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 ，作
者：张寿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个案工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 Ｗｏｒｋ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展。

（１） 认识社会个案工作的本质，使学生掌握个案工作的一般理论及其发
（２） 介绍三种个案工作实施的基本理论模式：精神分析理论和精神分析

疗法、行为主义理论和行为疗法、人本中心理论和人本中心疗法。 掌握这三种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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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

（３） 学习社会个案工作的“ 心理———社会” 疗法及在个案实务中的应用。
（４） 学习和讨论个案工作实务中的价值及矛盾冲突。
（５） 学习和讨论助人关系的核心条件。

（６） 认识社会个案工作是一有计划变迁的过程。

（７） 认识、辩别和讨论社会个案工作者的不同角色。

（８） 学习个案工作的介入技巧及在助人过程中的运用。

（９） 提高在助人过程中对应用“ 自我” 的意识，认识其重要性。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教授学生社会个案工作的理论与实务。 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个案工作

应学时分配

的历史发展、目标和功能、工作范围、趋势和问题；精神分析理论与精神分析疗
法；行为主义理论和行为疗法；人本中心理论和人本中心疗法； “ 心理 － 社会”
疗法；社会个案工作实践中的价值及矛盾；干预（ 介入） 的技巧；中国社会个案
工作的历史发展和经验总结。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结合；学生进行课堂案例分析、技巧练习和角色扮演。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成绩占 １０％，读书报告占 ３０％，闭卷考试占 ６０％，考试内容包括：（１）

办法

理论和概念，（２） 案例分析，（３） 技巧运用。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群体工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ｒｏｕｐ Ｗｏｒｋ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小组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三大实务方法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本课程主要介绍
小组社会工作的基本原理，小组工作的理论基础、小组类型、小组系统的要素、
小组动力、小组社会工作历程以及小组社会工作的评估。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
在于使学生系统了解小组社会工作的意义、起源和发展以及小组社会工作实
务的理论基础，深入理解小组的结构、过程和发展，并在熟练掌握各个不同实
施阶段的原则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小组社会工作的各种方法和技巧组
织小组社会工作的实施。 课程将在阐述实务理论的同时辅以相关案例，在重
视对实务理论分析的同时，注重教授小组工作的技巧和方法，为学生从事小组

社会学系

４２５

社会工作做准备。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内容提要及相

暂无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与课堂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要求学生除参与课
堂讨论和角色扮演以外，还要求两个同学一组在 １７ 周内选择一种服务对象进
行实际的小组计划和实施，并提交完整的小组工作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课堂讨论和角色扮演占总成绩的 ２０％；
（２） 小组实践作业报告占总成绩的 ２０％；

（３） 期末两人一组实际带组实践（ 需要提前设计） 占 ３０％
教材

（４） 期末闭卷考试总成绩的 ３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社区工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讲授社区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 第一至四章介绍社区及社区
工作的基本原理、理论基础、实务模式与方法；第五至九章介绍我国城市与农
村社区发展的实践并对相关问题予以讨论。 课程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
借鉴国外社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社区发展的本土特色予以反思，培养
学生良好的理论功底及实务与反思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ｕ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ｔｏ ｎｉｎｔｈ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ｔｈａ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ｔ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 ｓｏｌｉｄ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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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ｐａｎｅ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ｉｐ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４０％，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６０％。

教学基本目的

１． 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２． 了解我国社区工作的实务与特色，对社区发展的现实问题加以反思，培养
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运用所学知识方法从事实务工作的能力；

３． 反思中西方社区工作在理念、价值原则、模式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反思
我国社区发展的独特背景与本土化的途径。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第一节 社区的涵义与分类；第二节 社区研究的发展与社区理论；第三节 社区

社区（３ 学时）

变迁与社区问题。
第二章

什麽是社区工作（６ 学时）

第一节 社区组织；第二节 社区发展；第三节 社区工作的目标、价值观与实务
原则；第四节 中西方社区工作在社会及体制背景方面的差异。
第三章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实务模式（６ 学时）

第一节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第二节 Ｊ． Ｒｏｔｈｍａｎ 社区组织实务的三个模式；
第三节 邻舍层面的九阶段过程模式；第四节 社区照顾。
第四章

社区工作方法（６ 学时）

第一节 社区分析；第二节 社区问题的界定与社区需要的评估；第三节 社区工
作计划；第四节 组织技巧。
第五章

城市社区服务（３ 学时）

第一节 社区服务的沿革与运行机制；第二节 社区服务性质的讨论；第三节 社
区公共服务。
第六章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６ 学时）

第一节 社区建设的背景与政策思路；第二节 社区建设的发展取向：政府的社
区抑或公众的社区；第三节 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第四节 治理理论与社区治
理。
第七章

城市基层社区组织（４ 学时）

第一节 街居制的形成及演变；第二节 基层社区组织创新与社区自治；第三节
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八章

公民参与（４ 学时）

第一节 公民参与的理论；第二节 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第三节 社
区参与式治理。
第九章

农村社区发展（５ 学时）

社会学系

４２７

第一节 村民自治及相关研究；第二节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贫困地区社区发展；
第三节 非政府组织扶贫项目分析；第四节 社区教育与社区能力建设。
课堂讨论 ４ 学时。
社区参观 ４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与小组讨论及社区参观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作业占 ４０％；期末论文占 ６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 ，作者：甘炳光等；《 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 ，作者：戴
维？ Ａ？ 哈德凯瑟， （ 美） 帕翠霞？ Ｒ？ 鲍沃斯， 斯坦利？ 温内科；《 社区合作

治理实证研究》 ，作者：李慧凤、许义平；《 社区论》 ，作者：桑德斯著，徐震译；
《 社区社会工作 －中外视野中的交流》 ，作者：殷妙仲、高鉴国；《 社区社会组织
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 ，作者：夏建中、（ 美） 特里．Ｎ．克拉克
等；《 社区行政：社区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观点》 ，作者：窦泽秀； 《 社区照顾与华
人社区———内地、台湾、澳门及香港经验交流》 ；《 社区政治论———人们身边悄

悄进行的社会变革》 ，作者：王振海；《 社区治理———基层组织运行机制研究》 ，
作者：李伟红；《 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 ，作者：魏娜；《 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研究报告》 ，作者：侯岩；《 中国公民参与（ 案例与模式） 》 ，作者：贾西津 ；
《 中国基层社会重构 社区治理研究》 ，作者：潘小娟；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作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Ａ． Ａｍ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作 者： Ｒｏｓｓ， Ｍｕｒｒａｙ 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作者：Ｒｕｂ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ａｃｒ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作者：Ｒｏｔｈｍａｎ， Ｊａｃｋ． Ｆ． Ｅ． Ｐｅａｃｏｃｋ； 《 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 ，
作者：李欧； 《 参与式农村社区综合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社区的实践经验》 ，
作者：何俊、周志美、杨晏平；《 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 ，作
者：王敬尧；《 发达国家与地区社区发展经验》 ，作者：侯钧生、陈钟林；《 公共领
域与城市社区自治》 ，作者：童小燕；《 公民参与：社会政策的基石》 ，作者：莫泰
基；《 基层组织体系重构研究》 ，作者：徐汉国；《 社区冲突与社区建设———东北

城市社区矛盾问题案例研究》 ，作者：卞长利；《 社区工作》 ，作者：夏建中；《 中
国社区发展报告（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作者：于燕燕；《 中国社区发展报告（２０１０） 》 ，
作者：中国社区发展报告（２０１０） ； 《 中加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马西
恒；《 转型中的社区发展 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 ，作者：张玉枝。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行政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４２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社会行
政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掌握社会工作行政的过程与方法，包括社会服务计
划制定、服务机构设计、人员激励与领导、服务的协调与控制、机构发展的方
法；了解中国的社会行政的特点与过程；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解决社会服
务行政管理中的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社会行
政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掌握社会工作行政的过程与方法，包括社会服务计
划制定、服务机构设计、人员激励与领导、服务的协调与控制、机构发展的方
法；了解中国的社会行政的特点与过程；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解决社会服
务行政管理中的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社会行政的涵义，社会行政的层级结构，社会行政的要素；社会行政的任务，不

应学时分配

同福利制度下的社会行政的比较，社会行政的功能；社会福利机构的特征与功
能，非营利组织及其与社会服务的关系；社会服务的目标与计划，社会服务计
划的制定；社会服务的组织，组织结构与资源筹集；社会服务机构中的激励；社
会服务项目的管理；社会服务机构中的权利与参与，领导模式，授权与参与；社
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组织发展的方法，能力建设，社会服务机构的治理；社会服
务的评估，内容与方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讨论实习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期末考试 ７０％；实习作业 ２０％；课堂参与 １０％。

办法
教材

《 社会工作行政》 ，作者：张曙编；《 社会服务机构：行政管理与实践》 ，作者：梁
伟康；《 公共行政学》 ，作者：Ｒ． Ｊ． 斯蒂尔曼；《 组织与管理》 ，作者：弗里蒙特． Ｅ．
卡斯特。

参考资料

《 非营利组织策略管理》 ，作者：Ｓｈａｒｏｎ Ｍ．Ｏｓｔｅｒ；《 管理行为》 ，作者：西蒙。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政策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课程中文简介

４２９

本课程以国内外社会政策作为实证资料，指导学生了解社会政策分析的理论
和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ｅｓｓａ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政策分析中的基本理论脉络和概念。 同时也要求学生与
同学和老师之间的积极互动。 １． 清楚地表达社会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概
念；２． 具备概念化政策问题的能力、提出政策方案的能力；３． 理解政策分析在
公共政策中的影响；４． 了解政策分析者的角色；５． 了解现阶段我国解决社会
问题的社会政策。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课，什么是社会政策；第三、四、五、六课，社会政策分析的理论 ；第七、八

课，社会政策分析的方法；第九、十课，社会政策的工具；第十一课，社会保障；
第十二课，贫困与扶贫政策；第十三课，医疗；第十四课，儿童发展、住房；第十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五课，风险应对；第十六课；课程总结；第十七课，答疑 。
课堂参与；读书报告；社会政策口头报告；期末论文。

课堂参与 （ １０％） 、 读 书 报 告 （ ２５％） 、 社 会 政 策 口 头 报 告 （ １５％） ， 期 末 论 文
（５０％）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作者： Ｌｅｓｔｅｒ Ｊ．Ｐ． ＆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Ｊ； 《 社会政
策导论》 ，作者：杨伟民；《 社会政策概论》 ，作者：关信平； 《 政策过程理论》 ，作
者：保罗？ Ａ．萨巴蒂尔； 《 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 ，作者：陈振
明；《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Ｉ》 ，作者：汪丁丁。

参考资料

《理解社会政策》 ，作者：迈克尔． 希尔；《 公共政策经典》 ，作者：沙夫里茨；《 公
共政策研究》 ，作者：迈克尔．豪利特；《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研究》 ，作者：刘
伯龙；《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作者：陈潭；《 政策过程理论》 ，作者：保罗？ Ａ． 萨
巴蒂尔（ 编） ； 彭宗超， 钟开斌等（ 译） ；《 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
论》 ，作者： 陈振明；《 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 ，作者：德博拉？ 斯通；《 社
会政策概论》 ，作者：关信平；《 社会政策导论》 ，作者：杨伟民；《 中国官僚政治
研究》 ，作者：王亚南；《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 Ｉ》 ，作者：汪丁丁；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作 者： Ｌｅｓｔｅｒ Ｊ． Ｐ． ＆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Ｊ． （ ２００４ ） ； “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作者：Ｓａｌａｍｏｎ， Ｌ．Ｍ． （２００２） ；《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研究》 ，
作者：刘伯龙等；《 中国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政策》 ，作者：陆
士桢；《 公共政策研究》 ，作者：迈克尔．豪利特等；《 理解社会政策》 ，作者：迈克
尔．希尔（ 著） ，刘升华（ 译） ；《 公共政策经典》 ，作者：沙夫里茨等（ 编） ，彭云望

４３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 译） ；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ｆｏｌｄ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作 者： Ｂａｒｄａｃｈ， Ｅ． （ ２００５ ） ；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作者：Ｄｕｎｃａｎ， Ｇ．， Ｍａｇｎｕｓｏｎ， Ｋ．， ＆ Ｌｕｄｗｉｇ， Ｊ． （２００４） ．

课程中文名称

人类学专题讲座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此课程以讲座为主，辅以课堂讨论。 讲座的组织形式是邀请校内外人类学邻
域内有代表性、原创新、先锋性的学者进行讲座授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
够使人类学的本科新生了解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特点，包括一些基本的领域、话
题、概念和方法，了解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间的差异与共性，了解人类
学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海外视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展开人
类学的系统深入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Ｉｔ ｉｎｖｉｔｅ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ｓ． Ｉｔ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ｔ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ｔ 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特点，包括一些基本的领域、话题、
概念和方法，了解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间的差异与共性，了解人类学对
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海外视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展开人类学
的系统深入学习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２．１８ 什么是人类学（ 王铭铭） ；２．２５ 法律人类学（ 朱晓阳） ；３．３ 海外民族志（ 高
丙中） ；１０ 人类学的性别研究（ 周云） ；３．１７ 医疗人类学（ 郭金华） ；３．２４ 历史人
类学（ 张帆） ；３．３１ 城市、考古与人类学（ 孙华） ；４．７ 宗教人类学（ 吴飞） ；４．１４

山水与人类学（ 渠敬东） ；４．２１ 民族学与人类学（ 王娟） ；４．２８ 非洲文化与社会
（ 程莹） ；５．１２ 印尼与剧场国家（ 谢侃侃） ；５．１９ 博物馆人类学（ 罗攀） ；５．２６ 博
教学方式

物学与人类学（ 袁剑） ；６．２ 影视人类学（ 林叶） 。
以讲座形式为主，辅以课堂讨论

社会学系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４３１

１． 课堂参与（５０％） ；

２． 期中作业（３０％） ：３ 月 ３０ 号交第一次作业，４ 月 ２０ 号交第二次作业，５ 月 １８
号交第三次作业，共三次。 每次课程作业的内容须联系前面四或五讲中至少
一讲，结合自己的相关阅 读 选 择 相 关 问 题 展 开 讨 论， 每 次 作 业 字 数 不 少 于

３０００ 字；

３． 期末论文（２０％） 。 ６ 月 １０ 号前交一篇读书报告（ 概括书中的主要观点并就
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少于 ３０００ 字） ，从本课程所列参考书目中挑选一本
来写。
教材
参考资料

《 人类学概论》 ，作者：编写组。

《 非洲黑人文明》 ，作者：艾周昌（ 主编） ；《 我的博物学研究路径与期待———范
发迪访谈录》 ，作者：范发迪、袁剑；《 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社会》 ，作者：高丙
中；《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作者：格尔茨 （ Ｇｅｅｒｔｚ，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赵丙
祥（ 译） ；《 “ 山水” 没落与现代中国艺术的困境》 ，作者：渠敬东；《 中国近古新
建都城的形态与规划》 ，作者：孙华；《 人类学讲义稿》 ，作者：王铭铭；《 浮生取
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作者：吴飞；《 介入，还是不介入？ 这是
一个问题？ ———关于人类学介入客观性的思考》 ，作者：朱晓阳。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人类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系统介绍人类学视角的“ 政治” 。 本课将通过阅读民族志来介绍政
治生活。 本课将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超越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预设，理解“ 政

治” 现象和秩序建成问题。 本课将从“ 结构 ／ 能动性” 、宏观结构 ／ 微观过程等
传统政治人类学的进路展开，并结合民族志介绍诸如权力、民族 －国家，剧场国
家和礼治国家等概念。 本课将介绍当代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新实践，如与影视
媒介结合，如合作研究和介入实践的研究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ｂ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ｓｕｃｈ ａ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ａｇｅｎｃｙ ” ，
ｍａｃｒｏ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ｍｉｃｒｏ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４３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ｎｅ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教学基本目的

一般人类学家都赞同这样的说法：“ 政治与权力相关。 其方式或者是人与人之
间相互施加的权力，或者是社会通过对人的行为施加制度化约束而体现。 至
于约束的体现，则包括从财产税到刑讯和种族灭绝等。” 从这一人类学的视角
出发，“ 政治也与预防违法和风险有关，也就是说，政治关乎法律和秩序、人权
的落实、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的整合。” 但是，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是
民族志调查与写作。 基于这些考虑，首先，本课程将系统介绍人类学视角的
“ 政治” 。 本课将通过阅读民族志来介绍政治生活。 本课将引导学生思考：如
何超越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预设，理解“ 政治” 现象和秩序建成问题。 本课将
从“ 结构 ／ 能动性” 、宏观结构 ／ 微观过程等传统政治人类学的进路展开，并结
合民族志介绍诸如权力、民族 －国家，剧场国家和礼治国家等概念。 本课将介
绍当代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新实践，如与影视媒介结合，如合作研究和介入实践
的研究等。 政治人类学的写作与诗性也是本课将介绍的一个方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本课程研讨传统和当代政治人类学的基本视角、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 ２、
本课程以政治和秩序规范（ 法律） 问题为切入点，使学生了解与非西方社会经
验，特别是与中国经验相契合的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和问题。 本课将讨论早
期政治人类学的本体性和实在性，以及当前政治人类学的前沿问题，例如“ 本
体论转向” 和“ 本体性政治” 。 ３、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与对中国社
会和政治的经验问题的分析相结合。 ４、讨论当代政治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
实践，如介入性研究等。 ５、以上话题将围绕政治和法律人类学的民族志个案
展开。

教学方式

本课程是以人类学本科专业学生或高年级本科生为对象的研讨课。 形式为主
讲教师引导和学生发言讨论相结合。 要求学生在上课前（９ 点之前发至公邮）

完成预先指定的阅读材料，并写出 ５ 篇阅读提要以便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每
位学生将做一至二次课堂导读发言（ 次数视选课学生数而定） ，介绍选定的阅
读文献并给予评论。 选课学生将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一篇专题期末论文（ 字
数与学生讨论定） 。 本课程在本学期将安排在 １６ 周中讲授，每周 １ 次，共 ３２
学时。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阅读提要（３０％） ；课堂讨论 ／ 发言（２０％） ；期末论文（５０％） 。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社会学系

４３３

课程中文名称

民族与社会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开课单位

社会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 民族与社会” 课程，是北大社会学系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选课。 是一门
带有通识教育性质的基础知识课程。

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种族与族群关系、民族主义运
动自近代以来始终是世界性的大问题，近年来各国的战争、内战、社会冲突或

多或少都与族群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有 ５５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已超过 １ 亿，
民族自治地约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６４％，在国外政治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支
持下，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
统一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需
要中国的大学生多了解一些有关民族、族群问题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和具有
一定的分析和分辨能力。
本课程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同时系统介绍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
论与研究方法，并结合现代化进程来讨论民族关系在今天世界上的演变。 在
基础理论的来源上，我们注意融会贯通几个方面的理论精华和知识积累，一是
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族群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二是吸收欧美各国关于族群和
族群关系的理论，三是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实践；四是印度等其他
国家在“ 民族创建” 过程中建立“ 民族认同” 的经验。
课程的学科背景是社会学的种族与族群研究，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其他学
科（ 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国际关系等） 的基础理论、研究
方法和观点。 课程体现了社会学民族研究的 １０ 个主要特点：（１） 强调对现实
社会的研究而不是族群历史的考证；（２） 注重族群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
是各族群集团自身；（３） 注意结合个人与集团两个层次；（ ４） 比较注重各种因
素的综合研究；（５） 力图解释族群关系方面种种现象的形成与发展轨迹；（ ６）

注意汲取、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
起来；（７） 注重实证研究；（ ８） 结合国家有关政策的研究；（ ９） 结合区域发展
研究；（１０） 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内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 所以是一门兼顾
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综合性课程。
课程系统介绍了各国的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的目标，也介绍了与民
族问题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专题和衡量一个具体地区民族关系的量化指标体
系。 指标体系的设计则围绕这些专题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课程通过美国、苏
联、中国的大量统计资料和各类调查数据来介绍这些研究方法和量化指标的
实际应用。 可以使学生从理论、方法到具体研究专题系统掌握社会学的族群
关系研究。

４３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ａｃ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ｄａｙ， ｍ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Ｍａｎ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１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１）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２） Ｓｔｕｄｙ ｂ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５）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６）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ｇｉｖｅｓ ｅｑ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向学生系统地介绍社会学在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
理论、研究方法、统计指标、经典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各国的民
族问题发展态势以及中国目前在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
面临的严峻形势。 这些有关民族问题的基本知识将丰富学生对于社会变迁中
民族问题的理解，有关的专题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研究工作或在其
他部门的就业也有一定应用性价值。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课程介绍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北大出版社，第 １ － ３４ 页。

费孝通，１９９７，“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 ，《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马戎，２０１０，“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
第 １７７ － １９５ 页

社会学系

４３５

２． 族群、民族的定义与族群认同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３５ － ６７ 页。

斯大林，１９２０，“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 斯大林全集》 （ 第 １１ 卷） ，人民出版
社，第 ２８６ － ３０５ 页．
宁骚，１９９５，《 民族与国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３ － ２６ 页。

３． 族群意识、“ 民族” 认同与“ 民族构建”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６８ － １１１ 页。

费孝通，１９８８，“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民
族出版社，第 １５８ － １８７ 页。
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２０００，《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１ － ９６
页。

班纳迪克？ 安德森，２００３，《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

Ｆ． 格罗斯， ２００３，《 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 ，北京：新华出版社，
第 １９ － １３１ 页。

４． 近代中国多族群国家的形成

费孝通，１９８９，“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１１２ － １４５ 页。
王桐龄，２０１０，《 中国民族史》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王柯，２００１，《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 ，中国社科出
版社。

罗志田，１９９８，《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 ，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第 １ － ９１
页。

５． 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１４６ － １９９ 页。

列宁，１９１３，“ 民族问题提纲” ，《 列宁全集》 第 １９ 卷，人民出版社，第 ２３６ － ２４４
页。

斯大林，１９１２，“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 斯大林全集》 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
第 ２８９ － ３５８ 页．

６． 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北大出版社，第 ２００ － ２３０ 页。

马戎，２０１０，“ 中国社会的另一类‘ 二元结构’ ” ，《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７． 族群的社会、经济分层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２３１ － ２９６ 页。

马戎编，１９９７，《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 ，北大出版社，第 １２６ － １４７ 页．

马戎，２００９，“ 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
异” ，《 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８． 各族群集团的人口差异、迁移与族群关系

４３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马戎，“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期

马戎，１９９６，《 西藏的人口与社会》 ，同心出版社，第 ４９ － １５８ 页。

马戎，２００７，“ 南疆维吾尔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
输出调查” ，《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９． 民族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３５６ － ３９５ 页。

斯大林，１９５０，“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 斯大林选集》 （ 下卷） ，人民出版
社，第 ５０１ － ５３８ 页．
列宁，１９１３， “ 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 “ 给斯？ 格？ 邵武勉的
信” ，《 列宁论民族问题》 （ 上册） ，民族出版社，第 ２１１ － ２１４ 页；第 ２５３ － ２５６ 页．
马戎，２００７，“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
第 ６ 期。

马戎，２０１１，“ 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 ，《 中国藏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２

１０． 城乡居住格局、族际通婚与族群关系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３９６ － ４３１ 页，第 ４３２ － ４６２ 页。

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９，“ 居住形式、社会交往与蒙汉民族关系” ，《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９８９ 年第 ３ 期。

马戎，１９９５，《 西藏的人口与社会》 ，同心出版社，第 ２９３ － ３３１ 页，第 ３９６ － ４３２ 页．

１１． 族群平等和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
马戎，２００４，《 民族社会学》 ，第 ４６３ － ５３６ 页。

马戎编，１９９７，《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 ，北大出版社，第 ３３７ － ３４８ 页，第
３４９ － ３７１ 页，第 ３７２ － ３９３ 页，第 ３９４ － ４１０ 页
宁骚，１９９５，《 民族与国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２５１ － ３１７ 页。

１２． 少数族群的发展与现代化

费孝通，１９８１，《 民族与社会》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 ２８ － ６３ 页．
费孝通，１９８７，《 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戎，２００７，“ 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 ，《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Ｊ． 哈贝马斯，２００２，《 后民族结构》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３． “ 民族 －国家” 与“ 民族主义”

厄内斯特？ 盖尔纳，２００２，《 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安东尼？ 史密斯，２００２，《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埃里？ 凯杜里，２００２，《 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１４． 族群关系发展前景的展望

马戎，２００８，“ 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特征浅析” ，《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马戎，２００８，“ 现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类型划分” ，《 社会》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马戎，２０１０，“２１ 世纪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 领导者》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刊、４ 月刊

社会学系

４３７

１５． 课程总结与讨论

Ｓ． 亨廷顿，１９９９，《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新华出版社。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本科生为对象，形式为教师讲课与学生发言讨论相结合。 要求学生
在上课前完成预先指定的阅读材料，以便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鼓励学生自行
选择和扩大课下的阅读范围，并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疑问。 本课程在
本学期共 １５ 周。

学生成绩评定

课程成绩将根据学生在课堂发言与讨论（２０％） 和期末考试（８０％） 的表现和水

办法

平给出。

教材

《 民族社会学》 ，作者：马戎。

参考资料

《民族与社会发展》 ，作者：马戎；《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 ，作者：马戎；《 理
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作者：谢立中；《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

政府管理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学前沿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政治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介绍政治学的最新进展，讲授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学术动
态、代表性学派和重要学者。 着重讲授关于政治、国家、政府、统治、治理、公
民、权力、权威、权利、合法性等政治学基本问题，以及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公
正、法治、尊严、和平等人类基本政治价值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本课程
还将简要介绍国内外政治学的重要争议性问题，如关于国家主权、普世价值、
共同价值、中国模式、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政治合法性的争论，以及国内外政
治学的流行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社
会民主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ａｂｏｕ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ｏ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ｎｅｏ －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教学基本目的

１．通过讲授政治学的最新观点和研究成果，让学生了解政治学学科的前沿知
识。 ２．通过课堂讨论，培养学生分析重大政治问题的能力。 ３． 培养学生对民
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内容提要及相

一、当代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主要讲授在关于政治、国家、政府、政党、公民、阶

应学时分配

级、敌人、权力、权威、选举、革命、战争、和平、参与、治理、善治、自治、善政、决
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沟通、政治传播、政治公理、政治文化、政治伦理、
政治腐败、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人
格、政治符号、政治冲突、政治合作、政治妥协等政治学基本问题上的最新研究

政府管理学院

４３９

成果和代表性观点。
计划安排 １６ 学时。

二、当代政治学的热点问题，主要讲授国内外政治学的争议性问题，主要包括
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法治、人权、国家主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协商
民主、公民社会、中国模式、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等重大政治议题。
计划安排 １２ 学时。

三、当代重大政治关系：主要介绍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趋势性关系，包括治理
与统治、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代议
民主与协商民、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政府创新与社会创新、合法性与政治评
价等。 计划安排 １０ 学时。

四、当代政治学的主要流派：着重介绍和评析国内外政治学的流行思潮，包括
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
新权威主义等政治学思潮。 计划安排 １０ 个学时。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主讲教授课堂讲授为主，约占 ６０％；著名政治学者报告为辅，约占

２０％；课堂讨论等和文献阅读等占 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课堂讨论和作业 ４０％，期末考试 ６０％。
《 政治学教程》 ，作者：俞可平。

《 政治与政治学》 ，作者：俞可平；

《 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 ，作者：俞可平；
《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俞可平；
《 转型中的中国政治》 ，作者：俞可平；
《 走向善治》 ，作者：俞可平。
课程中文名称

比较政治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暂无

课程中文简介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唯一以方法命名的分支学科。 作为引导
学生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入门课程，本课程通过国家与政体、政府与政策过
程、国家与社会、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等诸多政治学重要范畴和问题领域的讲
授，结合课程内容引导学生阅读相关领域重要文献，使学生了解各问题领域的
概念体系、主要理论与方法及研究趋势等，进而对比较政治学学科概貌及其发
展趋势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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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简介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ｓｕｂ －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ｂｅｌ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引导同学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入门课程，在课程的内容安排和设
计方面主要包括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状况和基础理论与知识。 期待同学们通
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了解有关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般状况，掌握比较政治
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激发对不同国家政治体系以及相关问题的学
术兴趣，扩展学术视野和知识面。

内容提要及相

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也是政治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

应学时分配

究经常使用的方法。 很大程度上，政治学本身就是源于比较政治研究，“ 在本
质上，政治理论的大传统是比较的、分类的和类型学性质的” 。 对不同政治体
系和政治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客观、更清晰地认识本国的政治模式
和本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政治模式，使生活于某种政治模式中的人能更好地理
解和尊重其他的不同于自己国家的政治模式，并通过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相
互学习和特征转移更好地实现国家政治发展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目标。 本课程
从学科渊源出发，结合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学科若干重要范畴和问题领域
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导论

学科渊源与发展（３ 学时）

第一章

比较政治学：方法与理论（６ 学时）

第二章

宪法、国家与政体（９ 学时）

第三章

政府制度与政策过程（９ 学时）

第四章

国家与社会（６ 学时）

第五章

政治文化（６ 学时）

第六章

政治发展与民主化（６ 学时）

结语

比较政治学面临的问题与发展前景（３ 学时）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为课堂讲授、文献阅读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本课程采取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学期成绩包括三部分：课堂出

办法

勤与讨论、期中作业和期末闭卷考试。

教材

自编大纲。

参考资料

《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作者：［ 美］ 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小
Ｇ．宾厄姆·鲍威尔，曹沛霖等译；

《 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 ，作者：［ 美］ 阿尔蒙德、小鲍威尔；

《 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 ，作者：［ 美］ 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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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 ，作者：［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
《 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 ，作者：［ 英］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

《 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作者：［ 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 Ｍａｙｅｒ， Ｊｏｈｎ Ｈ．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Ｏｇｄｅｎ。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政治思想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中国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２０ 年代。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
想史》 （１９２３）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 （ １９４５） 为其代表性著作。 本课继承
梁启超、萧公权开创的中国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以萧氏《 中
国政治思想史》 为教材，尝试导入比较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
学习和研讨先秦至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脉络和特
征，以期达到正本清源，继往开来之目的。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Ｉ’ 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ｉｋ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ｙｏｕ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 －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ｉ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ｅｗｓ．

教学基本目的

以比较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史上的
政治理念、制度渊源及其体系结构，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重新认识与
甄别弘扬，也是对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政治理念与制度体系的总体反思和
展望。 本课系统学习中国政治思想相关基础知识，注重激发选课学生自主学
习和思考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阅读、思考、提问、口头表达、专题研究及参与
学术问题讨论的综合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体系（３ 学时）

第一部分：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创造时期（１２ 学时）
第二部分：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１２ 学时）

第三部分：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上（１２ 学时）
教学方式

第四部分：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下（１２ 学时）

本课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具体包括讲授、研读、讨论、讲座、读书会、期末专题研
究论文报告会等。 选课学生需要课前认真阅读指定的教材章节，提交研读报
告（ 平时成绩） ，提出问题并参与讨论。 期末提交专题研究报告并口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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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学期总成绩依据报告质量、出勤率及参与研讨情况综合评定。
出勤率 １０％，平时成绩 ３０％，期末研究报告 ６０％，合计 １００％。
《 中国政治思想史》 ，作者：萧公权。

１．《 先秦政治思想史》 ，作者：梁启超。

２．《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作者：［ 美］ 本杰明·史华兹：程钢译。
３． 《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萧公权卷》 ，作者：张允起编。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政治制度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内容包括中国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主要政治制度，按专题讲授，古代部分包
括：皇权制度、中央政府组织机构、财政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地方行政制
度等，近代部分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央与
地方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ｔｃ．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主要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因革脉络
有一定的理解，了解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政治制
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有政治学的思考。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概论；

应学时分配

传统政府部分：第二讲、皇权与相权；第三讲、中央官制；第四讲、财政制度；第
五讲、司法制度；第六讲、军事制度；第七讲、地方行政制度；第八讲、外交制度；
民国政府部分：第九讲、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的宪法性文件及中央官制；第
十讲、北洋政府地方行政体系及其官制；第十一讲、国民政府宪法性文件及其
五院政府；第十二讲、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第十三讲、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军
事体系；第十四讲、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治制度。

教学方式

每周一个专题。 另有课堂讨论 １ ～ ２ 次。

以课堂讲授为主，指导学生阅读参考资料，组织学生进行课堂专题讨论。

政府管理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４４３

平时出勤与课堂表现 １０％，期中作业 ３０％，期末论文 ６０％。
《 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三版） 》 ，作者：柏桦

《 中国政治制度史（ 第三版） 》 ，作者：白钢。
《 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作者：严耕望。

《 民国政制史》 ，作者：钱端升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 帝国的政治体系》 ，作者：Ｓ．Ｎ．艾森斯塔等，阎步克译。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政治思想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政治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政治思想是人类针对集体生活的困境和问题而思考的产物。 “ 西方政治思想
史” 主要讲解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中世纪而后现代时期（２０ 世纪） 西方政治
思想的变迁，讨论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政治生活形态和历史背景之下所形成的
不同的政治观念和理论，重点介绍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著作、观点和
理论贡献，力求展现西方政治观念的发展脉络和政治文明的历史全景。 学习
“ 西方政治思想史” 是了解西方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

课程英文简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简要但系统地介绍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末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
剖析西方主要政治理论的起源与嬗变，介绍在西方历史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
思想家的著作与理论。 本课程的基本目标是，第一，引导学生阅读重要的西方
政治思想典籍，理解这些著作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内涵；第二，使学生从观念史
的角度理解西方政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历史沿革；第三，使学生了解不同
时代重要政治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理论对社会的影响。 不同于
一般思想史课程的讲授方式，本课程突出长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固定不
变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区和文化都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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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从而催生出不同形式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本课程一方面强调思想史
变迁中发生的政治概念和理论的迭代特点，但同时也强人类社会仍然有一些
共通的基本政治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政治思想是人类针对集体生活的困境和问题而思考的产物。 “ 西方政治思想
史” 主要讲解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中世纪而后到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变
迁，讨论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政治生活形态和历史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不同的政
治观念和理论，重点介绍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著作、观点和理论贡献，
力求展现西方政治观念的发展脉络和政治文明的历史全景。 学习“ 西方政治
思想史” 是了解西方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重点主要在于基本政治学
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历史发展中的演变，以及它们内部的重要相关争议。 本课
程难点主要在于内容规模比较大，从而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一定的挑
战。
课堂讲授：根据教学计划进行。
课外学习：

１．跟读一种教材：从参考书目单中选择。
２．阅读一部名著：从参考书目单中选择。
教学方式

３．课堂讨论：根据教学需要安排 ２ ～ ３ 次。

本课程将主要按照思想史从古至今发展的线索展现不同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
概念、理论发展的脉络。 每次课的讲授内容都以三个部分为基本架构：历史、
时空背景；主要概念、理论的内容及相关争议；主要概念、理论在思想史中的前
后关联。 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上，本课程将使用多种素材使其丰富和生动化，从
而更好地促进学生思考。 同时，本课程也会设计课堂讨论和答疑，以完善教学
效果。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 期中考试和作业） 占比 ４０％，期末考试占比 ６０％。

每学期不定期考核 ３ ～ ５ 次，无故缺勤每次课扣 ２ ～ ５ 分，累计满三次取消课程
成绩。

教材

《 西方政治思想史》 ，作者：徐大同，张桂琳，高建（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 教材） ；《 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读》 ，作者：燕继荣。

参考资料

《 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读》 ，作者：燕继荣；

《 政治学说史》 ，作者：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

《 政治哲学史》 ，作者：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
《 政治思想史》 ，作者：奥克肖特，秦传安译；
《 理想国》 ，作者：柏拉图，顾寿观译；

《 政治学》 ，作者：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

《 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 ，作者：西塞罗，王焕生译；
《 上帝之城》 （ 上中下） ，作者：奥古斯丁，吴飞译；
《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作者：阿奎那；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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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论》 ，作者：马基雅维利；

《 近政治思想的基础》 （ 上卷第五、六章） ，作者：斯金纳，奚瑞森、亚方译；
《 利维坦》 ，作者：霍布斯；

《 西洋政治思想史：中世纪篇》 ，作者：陈思贤；
《 政府论》 ，作者：洛克；

《 论宗教宽容》 ，作者：洛克；

《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作者：卢梭；
《 社会契约论》 ，作者：卢梭；

《 论法的精神》 ，作者：孟德斯鸠，张雁深译；

《 论美国的民主》 ，作者：托克维尔，董果良译；
《 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托克维尔，冯棠译；

《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 ，作者：康德，沈叔平译；
《 永久和平论》 ，作者：康德，何兆武译；
《 共产党宣言》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课程中文名称

比较公共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行政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在讲授公共管理研究发展过程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比较公共管理研
究的目的、意义以及今后行政学科发展的基本课题。 并通过阅读日本行政学
家的专著、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座以及课堂互动讨论的方式，比较分析日本
行政学和行政活动所具有的“ 公共管理” 研究的实质内涵，帮助同学们了解当
下中国公共政策转型阶段的公共管理课题、变革的条件以及今后改革发展所
面临的核心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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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 公共管理” 研究的基本内涵以及学习比较公
共管理的实质意义，提高同学们对学术传统和学术传承重要性的认识，进而增
加同学们在行政学科的学术积累，得到关于公共管理基本命题等进行深入思
考的学术训练。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在讲授公共管理研究发展过程的基础之上，深入探讨比较公共管理研

应学时分配

究的目的、意义以及今后行政学科发展的基本课题。 并通过阅读日本行政学
家的专著、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座以及课堂互动讨论的方式，比较分析日本
行政学和行政活动所具有的“ 公共管理” 研究的实质内涵，帮助同学们了解当
下中国公共政策转型阶段的公共管理课题、变革的条件以及今后改革发展所
面临的核心问题。
学时分配：

１．授课教师讲授（１３ 学时） ；２．专家学者讲座（８ 学时） ；３．学生课堂讨论（３０ 学
教学方式

时） 。

１．任课教师讲授（１３ 学时） ；２．专家学者讲座（８ 学时） ；
３．学生课堂讨论（３０ 学时）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作业、考勤占 ６０％，课堂报告、讨论占 ４０％。
《 行政学（ 新版） 》 ，作者：西尾胜。

参考资料

《 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 ，作者：徐湘林。

课程中文名称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行政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通过讲述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论、职位分析
与职位设计、人力资源规划与招募、人员甄选、人员培训与开发技术、绩效考评
与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内容，使学生掌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
理的整体结构框架及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掌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
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掌握当代公共组织与企业常用的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技术等，逐渐形成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政府管理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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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ｂｒｏａｄ 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 ｅ． ｇ．， Ｈ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 ｅ． ｇ．，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ｏ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政策与实践，培养学生在组织
中从事相关管理工作以及影响他人的技能，特别是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理
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课程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讲授帮助组织获得成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应学时分配

的基本理念、重要理论及相关技术方法。 课程内容包括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的基本理论、职位分析与职位设计、人力资源规划与招募、人员甄选、培训管
理、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等。 本课程应用性较强。 讲授围绕案例展
开，关注实践发展动态，同时邀请实务专家分享管理经验。 课程重点在于理解
组织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掌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理念及技术。 难点
在于进入 ２１ 世纪，科技的快速发展、商业的全球化、组织形态的变迁以及劳动
力的多元化等，让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力资源管理也处在不断的发
展之中，教授与学习都需要不断追踪最新前沿的理论与实践。
课时分配如下：

１．人力资源管理概述（６ 学时）
２．人力资源开发概述（３ 学时）

３．职位分析与职位设计（６ 学时）
４．人力资源规划与招募（３ 学时）
５．人员甄选（３ 学时）
６．培训管理（３ 学时）
７．绩效管理（６ 学时）
８．薪酬管理（３ 学时）
９．劳动关系（３ 学时）
教学方式

１０．课堂讨论与作业展示（１２ 学时）

本课程采用教师讲授、小组作业、课堂发表、嘉宾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所有
选课同学结成小组共同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实务问题并在课堂展示研究成
果。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小组研究及课堂发言占全部分数的 ４０％，期末考试占全部分数 ６０％。 无故缺
勤每次课扣 ２ 分。 根据学校规定，无故缺勤 ３ 次取消课程成绩。
《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 ，作者：萧鸣政。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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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人力资源管理基础》 ，作者：［ 美］ 雷蒙德·Ａ．诺伊等；

《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作者：［ 美］ 罗纳德·克林格勒等；
《 组织行为学》 ，作者：罗宾斯；

《 管理百年》 ，作者：［ 英］ 斯图尔特·克雷纳。
课程中文名称

组织与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和政治学等其他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之一。 旨在研究
组织中的一般管理规律，探讨组织产生、发展、运行和变革的基本理论知识，了
解组织管理的主要分析工具。
主要内容包括： 组织的概念及其基础、组织理论的发展、组织目标与组织功
能、组织结构与体制、组织心理与组织行为、组织关系、组织过程、组织变革与
发展、组织文化等。 课程力图突出实用性，结合案例分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课堂讲授和小组讨论，结合案例分析或个案调研，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组
织理论、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的基本知识，理解组织产生、发展、运行和变革的
基本规律，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和工具分析、解决不同类型组织可能面临的主要
管理问题。 通过学习本课程，应从总体上达到以下目的：

１．掌握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组织管理的代表性理论以及组织理论发展
的内在规律，形成分析组织管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２．能够了解组织中的个体、群体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规律，把握工作设计、组织
设计的基本方法。

３．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组织分析与诊断，了解不同类型组织及其不同发展阶段
上的管理问题及其克服策略。

４．掌握国际化管理的一般知识，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对组织管理的意义。
内容提要及相

课程涵盖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 组织心理学） 和管理学的基本知识。 经过多

应学时分配

年探索和实践，课程内容设置拟主要包括四大知识模块：

（１） 背景知识（ 课程框架逻辑、理解组织与管理、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的发展） ：

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的学科特点和背景，组织时代的来临和管理成为相对“ 独立
生产要素” ，不同性质类型组织的特点和管理问题，管理革命的演进，中西组织
管理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挑战和基本规律，等等。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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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要素分析（ 环境、目标、结构、体制和机制、文化等） ：考察组织内外不同要
素的特点、功能和作用机制，比较不同组织结构的设计方法和适用条件，把握
组织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

（３） 运行过程（ 组织中的个体、群体行为及其激励，决策沟通，领导控制，组织
政治） 。 理解组织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动因，掌握组织运作管理中沟
通、领导、决策等环节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进行激励机制设计。

（４） 有效性分析：组织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过程和方法，组织管理问题的诊断，
如何通过组织发展和变革解决管理问题。
第一讲 组织与管理的一般性质（６ 学时）
第二讲 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６ 学时）
第三讲 组织目标及其管理（６ 学时）
第四讲 组织结构与组织体制（６ 学时）
第五讲 组织心理与组织行为（６ 学时）
第六讲 组织文化及其管理（６ 学时）
第七讲 组织变革与发展（６ 学时）
第八讲 比较组织与比较管理（６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一定量的小组讨论或调研、案例分析和文献阅读，撰写
期中小论文或读书报告（１ ～ ２ 篇）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以 １００ 分计，期末闭卷考试占 ６０％，小组讨论和发言 ２０％，期中小论文或案例
分析 ２０％。 无故缺勤从所得总分中扣 ３ 分 ／ 次。 根据学校规定，累计缺勤满 ３
次取消课程成绩。

教材

《 组织理论与设计》 ，作者：刘松博，龙静；
《 组织行为学》 ，作者：罗宾斯。

参考资料

《 管理学》 （ 第 １１ 版） ，作者：斯蒂芬·Ｐ·罗宾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Ｒｏｂｂｉｎｓ） 、玛丽·
库尔特（ Ｍａｒｙ Ｃｏｕｌｔｅｒ，李原等译；

《 组织行为学》 （ 第 １４ 版） ，作者：斯蒂芬·Ｐ·罗宾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Ｒｏｂｂｉｎｓ） 、蒂
莫西·Ａ·贾奇（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Ａ．Ｊｕｄｇｅ） ，孙健敏等译；

《 组织理 论———理 性、 自 然 与 开 放 系 统 的 视 角 》 ， 作 者： 理 查 德 · 斯 科 特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 、杰拉德·戴维斯（ Ｇｅｒａｌｄ Ｄａｖｉｓ） ，高俊山译；
《 组织社会学十讲》 ，作者：周雪光；

《 管理思想史》 （ 第 ６ 版） ，作者：丹尼尔·Ａ·雷恩、阿瑟·Ｇ·贝德安著，孙健
敏等译；

《 管理百年———２０ 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 ，作者：斯图尔特·克
雷纳著，闾佳等译；

彼得·德鲁克的相关专著或文集，特别是：《 管理的实践》 《 管理： 使命、责任、
实务》 （３ 卷） 《 德鲁克经典管理案例解析》 ；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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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英等主编，ＩＡＣＭＲ 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系列丛书，特别是其中的：《 组织
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 管理科学季刊最佳论文集萃》 （ 第一、第二辑） 《 美国
管理学会年报最佳论文集萃》 （ 第一、第二辑） 《 组织创造力研究全书》 《 中国企
业管理的前沿研究》 ；

《 组织与管理》 ，作者：巴纳德；

《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作者：沃尔特·Ｗ·鲍威尔、保罗·Ｊ·迪马吉奥；
《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 ，作者：张永宏；

《 组织管理与组织创新： 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文选》 ，作者：李友梅、李路路。
课程中文名称

地方政府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从比较的视角，系统考察和讲授英、美、德、法、日中等世界主要国家的
地方政府制度，重点集中在各国地方政府制度的背景、发展历程、理念、宪政基
础、结构、职能；同时关注地方政府财政、地方民主等方面。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ｕｓ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ｘａｍ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ｅ Ｕ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ｄｅａ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地方政府制度，学习国内外地方政
府管理的理念及主要制度，加深对本国地方政府制度的认识。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１） 跨学科。 综合运用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和研

应学时分配

究成果，围绕地方政府管理，考察宪法和地方政府法、与地方政府重要职能相
关的法律问题、制度理念、地方分权和社会分权、重要职能是如何履行的、公民
参与等；（２） 大视野。 一是将各国地方政府管理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和
比较；二是在各国总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深度考察每个国家地
方政府的宪政地位、制度精神、治理结构、重要职能等；（３） 动态性。 一是注重
各国地方政府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动态发展，二是注重吸收地方政府研究领域
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三是注重各国地方政府改革的最新进展；（４） 应用
性。 立足中国地方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重点关注各国地方政府管理中与民
众日常生活相关的重要问题如城乡规划的制定及公民参与、城市社会治安的

政府管理学院

４５１

管理、城市垃圾的收集和处理、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提供和改进、地方和区域
大气和环境污染的治理等。
重点和难点：（１） 各国（ 州） 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与地方政府职能履行相关
的法律；（２） 地方政府重要职能领域：城市规划、城市安全、城市交通、大气和
环境污染治理、城市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
地方政府管理导论（６ 学时）
讲授地方政府及相关基本概念、课程意义及学习方法
二、英国地方政府管理（６ 学时）
讲授英国地方政府的背景、历史、宪政地位、理念、结构、功能
三、美国地方政府管理（６ 学时）
讲授政府的背景、历史、宪政地位、理念、结构、功能
四、德国地方政府管理（６ 学时）
讲授德国地方政府背景、历史、宪政地位、理念、结构、功能
五、日本地方政府（６ 学时）
讲授日本地方政府的背景、历史、宪政地位、理念、结构、功能
六、中国地方政府（６ 学时） 讲授中国地方政府的背景、历史、宪政地位、理念、
结构、功能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３３ 学时） ，课程论文展示和讨论（９ 学时） ，实地考察（３ 学时） ，专家
讲座（３ 学时） ，考试（３ 学时） 。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闭卷考试，课程论文占 ４０％，期末考试占 ６０％。
《 美国地方政府》 《 英国地方政府》 《 德国地方政府》 《 日本地方政府法》 ，作者：
万鹏飞。

参考资料

《 日本地方政府法》 ， 作者：万鹏飞；

《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作者：理查德．桑内特；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作者：简． 雅各布斯；
《 论美国的民主（ 上下） 》 ，作者：托克维尔；
《 英国宪法》 ，作者：白芝浩；

Ａｌａｎ Ｎｏｒｔ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ｅｃｉｅ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Ｇｅｒａｌｄ Ｅ． Ｆｒｕｇ，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 Ｆｏｒｄ， Ｄａｖｉｄ Ｊ． Ｂａｒｒｏｎ，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课程中文名称

公共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４５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公共经济学研究有着深厚的传统，它最早源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和大卫
·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经历了以税收分析为重点的公共财政传

统后逐渐发展为公共经济学，并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又回到了其根源。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为实际政策分析提供了基础。 尽管公共经济
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析方法随时间变化很大，为实际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始终是
其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内容就是试图运用这种理论，为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一
个条理清晰且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
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
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 因为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
从原先注重政府收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
所以本课程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 ｈｏｗ） 决策以及应该做出什么（ ｗｈａｔ） 决
策。 要了解政府如何决策，必须研究政府中决策者的动机，决策者是如何被选
中的，以及决策者如何受到外部团体的影响。 要确定应该制定什么政策，需要
研究其它可行政策的效应并估算其结果。 有关这两方面的介绍将在本课程的
教学中具体展开，并希望使学生能够获得清晰简洁的把握与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ａｓ 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ｅｔｃ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ｔ ｈａｓ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ｖａｒ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ｓ ｔｉｍｅ ｇｏｅｓ ｂｙ， ｙｅｔ
ｉｔ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ｇｏａｌ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ｐｏｎ ｔａｘ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ａｓ ｔｈｕ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ｅｖｅ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ａ ｍｕｓｔ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ｏｗ

政府管理学院

４５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ｒｅ ｗｈａ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ａ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ｔｈｕｓ ｈｏｐｅｄ ｆｏｒ．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试图在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理论之外，为相关专业学生观察与理解政府
行为（ 尤其是政府经济行为） 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并使其在对政府与经济互动
的深入关注中，进一步丰富对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理论的学习与掌握。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包括竞争性均衡的有效性与市场、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两讲，共 １２ 学
时。 着重讲授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分别说明竞争假设满足情况下的市场有
效性及竞争假设不满足情况下的政府合理性，并探讨市场与政府在现代经济
生活中的各自合意界限。

第二部分包括公用品、外部性及非税再分配三讲，共 １５ 学时。 通过对配置性、
分配性市场失灵的分析，着重讲述政府在公共支出中应该提高效率、促进平等
以矫治市场失灵的两大基本目标，以及相应的具体职能和政策措施。

第三部分包括税收与公平、税收与平等、公平且有效的纳税三讲，共 １２ 学时。
着重讲授公共收入过程中政府关注平等、兼顾效率的应尽职尽责，以及相应税
收政策设计的逻辑基础。

第四部分包括公共选择、多级财政、公共收支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三讲，
共 １５ ～ １８ 学时。 着重讲授公共收支中的体制与程序问题，以及由此可能给政
府收支活动造成的效益扭曲，并尝试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该项扭曲做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出某种评估或测量。 此外，并拟安排 ３ ～ ６ 学时用作课堂讨论。
课堂讲授。
期末考试。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财政学》 ，作者：哈维·罗森。

《 政治经济学新方向》 ，作者：班克斯·哈努谢克；
《 比较财政分析》 ，作者：马斯格雷夫；

《 公共选择理论》 ，作者：丹尼尔·缪勒；

《 平等与效率》 ，作者：［ 美］ 约瑟·奥肯；

《 资本主义与自由》 ，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课程中文名称

行政学研究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４５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行政学原理，应用统计学

课程中文简介

主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科学研究方法，目前行政管理领域有哪些常用的科学
研究方法，如何运用与操作这些方法并且应用他们来进行科研活动与完成毕
业论文。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ｍ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主要了解行政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与思想。 行政学主要是研究
行政管理现象与规律的一门学科，行政管理是其中的主要研究对象。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特点在于听、学、做一体化，学用结合，致力于让学生

应学时分配

掌握行政学领域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基本应用。 要
求学生结合毕业论文方向，选择期刊杂志收集相关文献，进行开题报告撰写，
针对性辅导，到达合格要求。 为未来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
本课程重点在于了解与掌握行政学领域中常用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这些研
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形式与基本应用；难点在于结合相关研究论文案例与
学生下一年度的毕业论文选题，撰写出基本合格的开题报告。
一、理论与方法讲授，不低于 １８ 课时；

二、研究方法案例讲授，不低于 ９ 课时；
三、课题研究模拟练习，不低于 ９ 课时；
教学方式

四、小组作业与讨论，不低于 ６ 课时；五、个性化辅导与指导，不低于 ６ 课时。

本课程采用教师讲授、案例教学、课堂讨论、学生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学
过程中充分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平时成绩（ 期中考试和作业）４０％；
２．期末考试：笔试 ６０％；

３．考勤与科研加分：课程教学过程中不定期考核 ３ ～ ５ 次，无故缺勤每次课扣 ２

～ ５ 分，累计满三次取消课程成绩。 积极参加学校、教师等相关课题，可以得到

教材
参考资料

一定的加分，一般控制在 １０ 分以内。
《 行政学研究方法》 ，作者：萧鸣政。
《 管理研究方法》 ，作者：刘军；

《 管理学研究方法》 ，作者：阎海峰；

《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作者：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
《 管理学研究方法》 ，作者： 杨杜；

《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案例分析》 ，作者：萧鸣政。

政府管理学院

４５５

课程中文名称

管理运筹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中文简介

运筹学是应用分析、试验、量化的方法，对经济管理系统中的人力、物力、财力
等资源进行统筹安排，为决策者提供有依据的优化方案，以实现最有效的管
理。 运筹学是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在信息时代，运筹学在管理中的作用
更加凸显。

课程英文简介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 －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掌握的“ 运筹学” 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科学管理的思维能力和熟练应
用计算机及决策方法理论和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共 ５４ 学时） ：

一、规划论（２１ 学时） （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作业）

１．线性规划：本部分的重点。 图解法，单纯形法，建模，用计算机解题。
２．对偶规划：本部分的重点。 对偶规划的概念，影子价格。
３．整数规划：掌握分枝定界法。 学会建模，用计算机解题。
４．介绍动态规划、多目标规划、目标规划。
５．运输问题。

二、图与网络分析（６ 学时） （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作业）

１．最小生成树、最短路、最大流、最小费用最大流、关键路线法。
２．建立相应的线性规划模型并用计算机求解。

三、计划评审技术（３ 学时） （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作业）
四、决策论（６ 学时） （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作业）
五、库存模型、排队论（３ 学时）

六、预测方法（６ 学时） （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作业）
七、计算机仿真（３ 学时）

八、多目标评价法（３ 学时）
总复习（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计算机软件应用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１．平时成绩 ４０％：包括课堂讨论，作业、小组案例；

办法

２．期末考试：６０％，闭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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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参考资料

《 数据、模型与决策》 ，作者：Ｄａｖｉｄ 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管理运筹学》 ，作者：韩伯棠；
《 运筹学》 ，作者：钱颂迪；

《 数据、模型与决策》 ，作者：弗雷德里克·Ｓ·希利尔，马克·Ｓ·希利尔。
课程中文名称

法治政府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ｂ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宪法与行政法，此课程为本院包万超老师开设的核心必修课，这对于本门课程
的学习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管理
学院的学生作为公共管理事业实践和理论领军人物的“ 储备军” ，必须熟悉和
掌握与法相关的学科知识，这样才能正在深刻领悟依法治国的精髓。 但也应
注意到，政府管理学院更注重于公共管理学科方面的教学，培育学生与公共管
理相关的认知和技能，如果采用传统的法学院法学课程授课教学，将会脱离政
府管理学院的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 因此，《 法治政府概论》 一课，将立足于
本学科的特点和宗旨，遵循本学科的教学规律，实现公共管理和法学两个学科
的融会贯通。 具体而言，本课程有如下特点：
（ 一） 教学方式丰富多样

这是一门既强调研修学术理论，又需要注重结合实践应用，进行热点案例
深入分析探讨的课程，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 具体主要包括除了教师
讲授基本理论及基本问题外，由教师布置或学生收集各个热点专题的资料、文
献和数据，形成相关资料汇总的“ 热点问题聚焦式” 教学；由学生在课堂上发
言，教师中途点评导入教学内容。

（ 二） 注重结合社会热点，进行案例分析

法律本身往往给人一种枯燥无味的印象，一味结合法理和法律条文往往教学
效果一般。 本门课通过适当地选择部分热点案例，结合课程内容进行讲授，有
效增加了课堂知识的趣味性、时效性，同时也促进学生针对具体法治问题进行
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辩论，引导学生留心身边正在发生的政府和法治现象，为今
后的学术、职业生涯提供知识基础、思维方法和逻辑训练。
（ 三） 注重实现教学相长，尊重学生意见

要想教好一门本科生的课程，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听取学生意见和建议、接
受同学的建议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 本门课非常注重教学意见的收集
与反馈工作，通过个别同学谈话、课堂现场征集、课后微信联络等多种方式主
动多次收集学生们关于本门课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适时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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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完善，最终使本门达到教学目的。

（ 四） 举办实践交流活动，实现实践育人

本门课与政府管理实践、法律执行实践结合紧密，适当地安排实践交流和
参观考察活动，可以使学生对于法律的执行过程、政府与法治的关系等具有更
加直观的感受和深入的理解。 本门课综合同学们的意见和需求，结合课程讲
授关键知识点，通过开展庭审观摩、与政府官员交流等活动，带领学生走出课
堂，将实践育人与课堂育人相结合，将讲授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达到更加
良好的教学效果。

（ 五） 重视建设课程网站，加强交流讨论

本课程结合学生需求和建议，建立课程网站，便于同学学习。 主要包括课
程介绍、学生风采、学生论坛等多个板块，内部论坛还将定期更新上传教学课
件、推荐书目、阅读材料、时政热点、相关文献等丰富的学习资源。 学生可以用
课程网站发帖提问、组织讨论、分享资料、与授课老师交流等。 独立专门的课
程网站为课程教学、通知发布、交流讨论等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使同学们能够
随时下载分享课程资源，增加了学生搜集课程相关资源的主动性，引导学生主
动发问、互相解答、分享心得、朋辈互助。
课程英文简介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ｔ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ｒｉｃｈ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ｉｇｎ 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ｐｅａｋ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ｆｔｅｎ ｇｉｖ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ｄｕｌｌ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ｙ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ｈｏｔ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ｒｅ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３．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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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ＷｅＣｈａ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ｅｔｃ．，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４． ｈｏｌ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ｃｏｕｒｔ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ｎ －ｓｉｔ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５．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 ｅｔ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ｐｌｏａ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ｉｃ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ｔｏ ｐｏｓ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ｓｈ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ｔ ａｎｙ ｔｉ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教学基本目的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
的问题，十九大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 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法治，而政
府在国家治理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的法治水平则将直接决定着
国家治理的水平。
政府管理学院力争为国家培养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和实践领域的领军
人才，而欲成之，则本科生首先应当具有一定的法治意识，培养法律思维模式，
掌握法律学科的基本知识点，较为深入地理解国家的法治理念、法律体系、法
治运行框架和状态，进而明晰政府与法治的关系。 因此，面向本科生开设一门
“ 法治政府概论” ，是极具重大意义且十分必要的。

具体而言，“ 法治政府概括” 的主要目的是：一、使学生充分了解法的起源的发
展，理解法的价值和法的原则，掌握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基本规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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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 在此基础上，使学生掌握法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特征，理解自由和公平在法治中的重大意义以及程序正义在法治中的地位和
作用；二、使学生充分理解政府的形成、政府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政府在法治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使学生深刻理解政府依法行政和在法治框架内运作
发展的机理；三、使学生能够运用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分析和
研究与法律相关的行政行为和市场行为，并熟悉我国的司法体系和司法权的
运行机制，深刻认识我国的司法改革。 在此基础上，使学生能够形成法律人的
思维模式，运用所学知识剖析法律问题，比较全面地分析与政府、市场相关的
法律案件，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法律问题的阐释，发现问题并大胆提出问
题，然后用法律思维依法解决问题。 通过本课程系统的教学，最终全面提高学
生的法学素养和法律能力，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培育人才。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 一） 政府与法律的基本问题

此部分以讲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法治国为切入点，主要讨
论法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分别讨论思维模式，法律思维方式、法学思维方
式、管理思维方式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辨析法、法制与法治之间的

关系，及政府管理中法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本部分需要 ６ 个课时即两周完
成）

（ 二） 法学基础理论与法学方法论。

此部分主要讨论法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当代中国的法的体系、讨
论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 通过法律方法论来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基础理论。
（ 本部分需要 ６ 个课时即两周完成）

（ 三） 政府公共管理的法律相关制度

此部分主要讨论行政及依法行政，讨论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关系，梳理依法行政
的基本原则，讨论行政的主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通过热点问题及当年发生
的重大法治事件讨论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调查程序、听证程序、调查程序
等理论和制度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思路和方法。 （ 本部分需要 ９ 个课时即三
周完成）

（ 四） 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研究

此部分主要介绍中国的司法制度、司法权的运行机制、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制度。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发挥司法权的作
用，促进依法行政，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 （ 本部分需要 ６ 个课时即两周完
成）

（ 五） 政府与市场的相关法律制度

此部分主要讲解政府与市场的相关法律制度，共细分为五个小节。 第一节讲
解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包括经济法的产生、历史沿革、概念、意义、调整对象和
渊源等；第二节讲解市场主体法律制度，讲解我国的市场主体包括哪些，以及
调整这些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有哪些；第三节，讲解市场行为法律制度，包括
市场主体如何引起市场行为，物权和债权的概念和关系等；第四节，讲解市场
管理法律制度，介绍政府如何合理合法的介入市场行为当中，维护市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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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和有效的竞争；第五节，介绍政府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国民经济良好有序持
续的发展，讲解宏观调控法一般原理， 对政府管理的方式、程序、维度、范围等
问题结合具体制度展开深入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对政府在经济管理法律
的立法、执法的地位和作用，乃至其对司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 本部分
需要 ９ 个课时即三周完成）
（ 五） 实践调研

安排全体学生旁观法院案件庭审，通过观摩行政诉讼案件、民商事诉讼案件，
使对所学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和形象的认知。 （ 本部分需要 ３ 个课时即
一周完成）

（ 六） 案例解析

邀请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人员并选取经典案例为学生进行授课，使学生通过
案例剖析得以更进一步掌握所学知识。 实务人员授课结束后，任课教师对整
个课程进行宏观回顾、总结和答疑解惑。 （ 本部分需要 ３ 个课时即一周完成）
教学方式

（ 一） 课堂讲授

由授课教师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启发和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 此
部分约占全部授课方式的 ７０％）
（ 二） 学生报告

将学生分成 ３ 人学习小组，每一次课程结束后，教师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复习和
提供报告主题，各学习小组自行挑选报告主题。 下一次课教师授课前，先由学
生对上一次课程内容展开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心得和问题思考的报告，并由
教师进行点评。 （ 此部分约占授课方式的 １０％）
（ 三） 文献阅读

由授课教师推荐相关经典著作和论文，布置阅读任务，引导学生进行课后阅
读。 教师在课上定期就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
思考。 （ 此部分约占授课方式的 １０％）
（ 四） 实践教学

１．安排学生集体到法院旁听行政诉讼、民商事诉讼案件，通过现场观摩庭审，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２．邀请实务人员为学生进行经典案例解析，将理论知

识融入到案例的剖析当中，引导学生如何运用理论去解决实践问题。 （ 此部分
约占授课方式的 １０％）

（ 五） 网站教学和线上讨论

教授开设专门的教学网站，定期上传各类学习资料，并鼓励学生在网站上进行
提问和分享自己的学习资料、心得体会。 授课教师定期组织线上讨论沙龙，并

随时登陆网站进行答疑解惑，并与学生开展线上互动。 （ 此部分授课方式为随
时进行，不占用课堂时间）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考核（３０％） ：由学生出勤率、平时表现及课堂 ｐｒｅ（ 需提交电子版内
容） 组成；期末成绩考核（ ７０％） ：闭卷考试，考题将以《 政府与法治》 的授课内
容为主，以跨学科案例为背景，考察学生对教授知识的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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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治理经济法治概论》 ，作者：白彦

《 经济法》 ，作者：杨紫烜；《 民法》 ，作者：魏振瀛；《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作
者：姜明安。

课程中文名称

城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公共经济学，经济学原理（ 微观）

课程中文简介

城市经济学是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和典型的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 课程建设的
思路是强调基本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经验研究与政策分析三者并
重。 同时，突出城市社会经济运行和城市公共问题两大模块。 课程将主要涵
盖以下主要内容：第一章，研究导论。 第二章，城市的产生。 第三章，城市空间
结构。 第四章，城市基础设施。 第五章，城市化理论与实践。 第六章，分工与
城际贸易。 第七章，城市产业集聚。 第八章，城市经济增长。 第九章，城市公
共产品。 第十章，城市政府收入。 第十一章，城市公共支出。 第十二章，城市
公共政策。 第十三章，城市区域治理。 第十四章，研究展望。

课程英文简介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ｂｏｏ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 ｍａｊ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ｉ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 ｃ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初步掌握分析和研究城市经济现象，解决现
代城市经济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进一步提升学生关于城市
经济运行的创造性思维和综合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 城市经济学” 是 ２０ 世纪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是典型的应用经济学科。 未来，
在课程建设中需要明确思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解决好相关学科理
论的综合运用；第二、解决好国际城市学科发展经验与中国城市发展实践的结
合；第三、解决好理论基础学习和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 同时，结合国际趋势
和政管学院的特色，城市经济学教学应重点突出城市公共产品、公共问题与公

４６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共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推动学生在经济学基础上强化公共经济分析的研究方
法体系和学习思路，构建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和研究视野。

本课程的内容体系及相应的学时分配为：城市经济学导论（３ 学时） ，城市的产
生（３ 学时） 、城市空间结构（６ 学时） 、城市基础设施（ ３ 学时） 、城市化理论与
实践（６ 学时） 、分工与城市贸易（ ３ 学时） 、城市产业集聚（ ３ 学时） 、城市经济
增长（３ 学时） 、城市公共产品（３ 学时） 、城市政府收入（ ３ 学时） 、城市公共支
出（３ 学时） 、城市公共政策（６ 学时） 、城市区域治理（３ 学时） 。 期中论文报告
（３ 学时） 。
教学方式

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个人文献研读和小组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５０％（ 其中，出勤 １０％，期中论文 ４０％） ，期末闭卷考试成绩 ５０％。

办法
教材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ｉｇｈ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Ｏ’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 中级公共经济学》 ，作者：．吉恩·希瑞克斯，加雷思·迈尔斯；
《 公共政策导论》 ，作者：．查尔斯·韦兰。
课程中文名称

区域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区域经济学又称空间经济学，是经济学和地理学交叉形成的应用经济学分支
学科。 区域经济学着眼于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经济系统的空间特
征，包括区域经济活动的区位和空间组织，区域经济增长、分工与贸易，区域经
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以及相关的区域政策问题等。
本课程为城市管理专业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区域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
活动区位和空间组织（ 比如企业区位选择、市场区与中心地、城市体系、土地利
用等） 、区域经济发展（ 比如区域收入与就业、区域经济投入 － 产出、区域经济
增长、区域专业分工与贸易等） 、区域政策（ 比如区域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区域

政策评估、区域政策与分权、区域政策成本效益等） 。 通过本课程，让学生全面
了解并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熟悉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
和技能，并能够运用这些原理、方法和技能分析实际的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问
题。

政府管理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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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ｓｕｂ －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ａｂｌ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ｏｓ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ｒ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ｉｎ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ｍ．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让学生全面了解并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熟悉区域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能，并能够运用这些原理、方法和技能分析实际
的区域经济和区域政策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篇 绪论（３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一、区域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第二篇 经济活动区位（１２ 学时）
二、企业区位选择，三、市场区与中心地
四、城市体系，五、土地利用
第三篇 区域经济发展（１５ 学时）

六、区域收入与就业，七、区域经济投入 －产出法
八、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新古典主义观点

九、出口需求模型、聚集和循环累积的增长过程
十、区域专业分工与贸易
第四篇 区域政策（１５ 学时）
十一、区域政策的基础和目标，十二、区域政策手段
十三、区域政策与分权，十四、区域政策的评估十五、区域政策的成本效益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程论文和小组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４０％，期末闭卷考试成绩 ６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地理经济学》 ，作者：布雷克曼等；

《 地理和贸易》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竞争论》 ，作者：迈克尔·波特；
《 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 ，作者：阿姆斯特朗等；
《 现代区域经济学》 ，作者：魏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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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 ，作者：皮埃尔 －菲得普·库姆斯；
《 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 ，作者：藤田昌久；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杨开忠。
课程中文名称

经济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主体部分分为两大模块，第一模块在介绍经济地理学概论的基础上，主
要评介经济活动区位的相关理论，具体包括经济活动区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多部门企业区位理论、跨国公司区
位理论等，第二模块侧重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分析以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同时
将评介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 具体包括区域结构与组织、区域经
济发展、区域之间的空间组织、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其区域响应、经济活动全球
化的产业分析、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ｕｌｔｉ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ｕｌｔｉ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ｔｃ．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讲授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新进展，使学生掌握分析与解决经济地理问
题的基本思维与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综合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绪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３ 学时）

（主要讲授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发展阶段特点、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理论
和实践价值、课程总体安排等）
第二讲

经济活动区位及影响因素分析（３ 学时）

（ 主要讲授经济活动区位的基本概念，分析土地、原材料、能源、资本、领劳动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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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技术等要素投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分析区域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分
析交通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等）
第三讲

农业与工业区位论（６ 学时）

（ 重点讲授杜能农业区位理论、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同时介绍帕兰德、胡佛、廖
什的工业区位论以及 １９６０ 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等）
第四讲

商业和服务业区位论（３ 学时）

（ 重点讲授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同时介绍零售业区位以及服务业区位理
论等）

第五讲 多部门企业（ 公司） 区位（３ 学时）

（主要讲授多部门企业（ 公司） 区位特征，空间扩展过程及模式，不同类型公司
的组织结构及其的空间特征等）
第六讲

跨国公司区位（３ 学时）

（ 主要讲授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跨国公司不同组分的区位选择、跨
国公司对投资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第七讲

区域结构与组织（３ 学时）

（ 主要讲授区域产业结构的模式、演进理论、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评价，
区域空间结构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及其演变规律，农村工业化与农区发展、
技术创新及其对区域空间结构变迁的影响等）
第八讲

区域经济发展（３ 学时）

（ 主要讲授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地域综合体、产业集群、以及经济区与区域
管制等）
第九讲

区域之间的空间组织（３ 学时）

（ 主要讲授区域间经济发展关系、区际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
等）

第十讲 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其区域影响（３ 学时）

（ 主要讲授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影响等）
第十一讲

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产业分析（３ 学时）

（ 主要讲授经济活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汽车产业、纺织服装产业、金融服务业的
发展特点、形成动力机制、企业发展战略、国家政策作用以及空间格局变化等）
第十二讲

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３ 学时）

（ 主要讲授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企业调查与分析方法、区域与行
业分析方法、以及 ＧＩＳ 在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应用等）
第十三讲

经济地理学理论及其实践的新进展（３ 学时）

（ 主要讲授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文化与
制度转向以及“ 新经济地理学” 等）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百分制。

办法

４６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材
参考资料

《 经济地理学》 ，作者：李小建等。

《 全球性转移———重塑 ２１ 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 ，作者：彼得·迪肯著，刘卫
东等译。

课程中文名称

城市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经济地理学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从三个部分展开：
一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平台：介绍城市管理的发展脉络，揭示当代城市发展所面
临的新环境和若干新思潮；介绍城市管理的主体构成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梳
理城市管理的制度框架。
二是城市管理中的重要内容。 包括城市发展战略管理、经济发展管理、环境管
理、空间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
三是当代中国城市管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值得探讨的相关话题。
这部分包括城市住民、公共住宅、基础设施、交通管理、城市品牌塑造和突发事
件管理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ｉｔｓ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ｇｉｖｅｓ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ｕ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ｍｅ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ｔｏ

ｂ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ｂｒａｎｄ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城市管理的基本内涵、相关内容、有关原
理和研究方法，具备运用这些理论方法，分析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政治现
象及问题的初步能力。

政府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４６７

第一讲引言及导论 ｐａｒｔ １（３ 学时）
第二讲导论 ｐａｒｔ ２（３ 学时）

第三讲第一章 城市管理发展脉络（３ 学时）
第四讲第二章 城市管理主体（３ 学时）
第五讲第三章 城市管理的制度基础（２ 学时）
第六讲第四章 城市发展战略 ｐａｒｔ １（３ 学时）

第七讲第四章 城市发展战略 ｐａｒｔ ２（２ 学时）
第八讲第五章 城市经济管理（２ 学时）
第六章 城市环境管理（１．５ 学时）
第九讲第七章 城市空间管理（１．５ 学时）
第八章 城市社会管理（１．５ 学时）
第十讲第九章 城市住民（１．５ 学时）

第十章 城市公共住宅（１ 学时） （ 现代不动产将延续）
第十一讲

第十二章 城市交通管理（２ 学时）

第十三章 突发与非常态事件管理（３ 学时）

第十二讲城市管理反思与结语（ 含复习） （３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同学宣讲 ３ ～ ６ 学时，机动课时 ３ ～ ６ 学时。

课堂讲授 ７０％，同学小组讨论 ２０％，个人文献阅读 １０％。

平时成绩 ３０％，其中出勤 １０％，其他视课堂参与、课程讨论、课后作业等情况
而定；期末闭卷考试成绩 ７０％。

《 城市管理学》 ，作者：张波，刘江涛。

《新兴经济中的城市管理》 ，作者：［ 荷］ 曼纳·彼得·范戴克著，姚永玲译；《 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作者：［ 加］ 简·雅各布斯；

《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作者：［ 美］ 盖伊·彼得斯；

《 信息化城市》 ，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著，崔保国等译；

《 网络社会的兴起》 ，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著，夏铸九等译；
《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作者：［ 美］ Ｄ．诺斯；

《 管理学（ 第十版） 》 ，作者：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
《 国家竞争优势》 ，作者：迈克尔·波特；

《 现代城市规划》 ，作者：约翰·Ｍ．利维；《 城市营销战略》 ，作者：刘彦平；
《 现代城市管理学（ 第二版） 》 ，作者：马彦琳，刘建平；

《 善治城市》 ，作者：钱振明； 《 现代城市管理》 ，作者：秦甫；
《 中国城市管理新论》 ，作者：饶会林。
课程中文名称

城市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４６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在介绍城市、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等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从城市规划的思想
与理论、城市规划的性质法规和行政运作、城市规划支持系统、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城市详细规划等方面，全面的向学生
介绍城市规划的相关知识及方法；同时，课程以实践调研为重要的辅助教学方
法，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研，并自主进行规划实操，旨在使城市管理专业的学
生掌握城市规划相关知识及城市规划实操经验。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ｅｄ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开始旨在使城市管理专业的学生对城市规划的理论、知识、方法有基
本的了解和掌握，学习城市规划的实操方法和相关的政策法规。

内容提要及相

一、城市、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本部分主要讲授城市的内涵、城市化及城市发展

应学时分配

的相关问题等，内容包括城市的内涵，城市化的内涵、动力及模式，城市发展的
问题，城市的选址规则） 。

二、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本部分主要讲授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城市规
划发展历程及城市规划的著名尝试和相关的思想理论，内容包括西方古代城
市规划思想；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城市规划理论
等） 。

三、城市规划体系（ 本部分主要介绍城市规划的内涵、城市规划体系如何构成，
内容包括城市规划的概念及核心内容，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城市规划的作
用，国外城市规划体系，城市规划的成果，城市规划的指标和规制等） 。

四、规划支持系统及规划调查（ 本部分主要介绍城市规划涉及到的管理学、经
济学、产业学相关知识和支持，以及城市规划调查的内容、方法，城市规划的编
制过程等） 。

五、城镇体系规划与总体规划（ 本部分主要介绍城镇体系规划的概念、规律、地
位和主要作用，内容包括中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权限规制、强制内容，城镇体系
规划需要包含的内容，城乡规划、用地标准、城市总体布局、城市建设用地等重
要概念的内涵及运用等） 。

政府管理学院

４６９

六、城市道路交通规划（ 本部分主要介绍道路交通规划的概念、基本内容，重要
概念和规制标准等） 。 学时分配：以讲授为主，共 ３９ 个学时；组织学生实地调
研，３ 个学时；学生进行规划实操及报告讨论，９ 个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 ６０％，实践调研 １０％，报告及讨论 ２０％，文献阅读 １０％。
期末闭卷考试 ７０％，平时成绩 １０％，课堂报告成绩 ２０％。

《 地方政府规划实践》 ，作者：［ 美］ 国际城市（ 县） 管理协会，美国规划协会；
《 城市规划原理》 ，作者：李德华；《 城市规划》 ，作者：谭纵波；
《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作者：孙施文。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行政学原理，应用统计学

课程中文简介

地理信息系统是对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分析和应用的新兴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城乡规划、城市管理、资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以及社会经济研究中。 本
课程主要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着重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的空
间分析功能，课程重点强调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方法的介绍和应用。

课程英文简介

ＧＩ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ｓｔ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ｕｐ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ｇａｉｎ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Ｉ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ａｐｓ ａｎ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ｌａｂ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ｌ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ＧＩＳ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ｃＧ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使学生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２．使学生掌握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方法；

３．在系统介绍应用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实例和练习，培养学生对地理信息
系统的实践应用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绪论与课程简介（３ 学时）

２．地理信息表达（ 空间认知模型、ＧＩＳ 坐标系统） （３ 学时）
３．空间数据模型（ 矢量与栅格数据模型） （３ 学时）
４．ＡｒｃＧＩＳ 应用基础（３ 学时）

４７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５．ＧＩＳ 坐标系定义与转换（３ 学时）
６．数据创建与地图配准（６ 学时）
７．数据编辑（３ 学时）

８．数据显示与地图编制（３ 学时）
９．数据探查与预处理（３ 学时）

１０．矢量数据空间分析（６ 学时）

１１．空间插值与表面分析（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上机操作，课后练习，课程项目相结合。 从现实问题出发，着重方法
的应用，通过课上练习、课后作业、课程项目等，提供学生实践和练习的机会。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出勤与课程参与 １０％，课程项目 ２０％，上机考试 ３０％，期末考试 ４０％。
无故缺勤每次课扣 ２ ～ ５ 分，累计满三次取消课程成绩。
《 地理信息系统导论（ 第 ５ 版） 》 ，作者：张康聪。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课程中文简介

城市与区域是包含多部门、多主体、多时空维度的复杂系统，城市治理与空间
规划问题的分析需综合运用政治学、区域经济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统计
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分析方法，其中基于各类数据的定量分析是促
进空间、人口、产业、住房、 交通、公共设施、社会治理等多领域政策制定科学
性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定量分析城市治理与空间规划相关问
题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重视方法原理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培养学生基于各类数
据对现实问题展开分析的思维能力和对相关软件的熟练应用能力。 课程将为
学生介绍城市治理与空间规划领域涉及的基本定量分析方法，包括三个板块，
一为基础知识板块，包括课程导论、空间分析方法基础和城市政治分析基础；
二为实践应用板块，包括城市空间度量、人口变迁分析、产业发展分析、住房供
需分析、交通治理分析、公共设施布局分析以及区域发展与治理分析；三为拓
展板块，包括政策模拟基本原理与方法、大数据与城市治理、可视化与信息传
达以及分析策略总结。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政府管理学院

４７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ｔｃ．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ｑｕｉ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ｄｕ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掌握定量分析城市治理与空间规划相关问题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重视
方法原理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培养学生基于各类数据对现实问题展开分析的
思维能力和对相关软件的熟练应用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城市与区域是包含多部门、多主体、多时空维度的复杂系统，城市治理与空间

应学时分配

规划问题的分析需综合运用政治学、区域经济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统计
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分析方法，其中基于各类数据的定量分析是促
进空间、人口、产业、住房、 交通、公共设施、社会治理等多领域政策制定科学
性的重要途径。 本课程将为学生介绍城市治理与空间规划领域涉及的基本定
量分析方法，包括三个板块，一为基础知识板块，包括课程导论、空间分析方法
基础和城市政治分析基础；二为实践应用板块，包括城市空间度量、人口变迁
分析、产业发展分析、住房供需分析、交通治理分析、公共设施布局分析以及区
域发展与治理分析；三为拓展板块，包括政策模拟基本原理与方法、大数据与
城市治理、可视化与信息传达以及分析策略总结。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为主（８５％） ，辅以小组报告与课堂讨论（１５％） 。

期末考试（５０％） 、实践作业（３５％） 、 出勤与课堂参与（１５％） 。
《 规划研究方法手册》 ，作者：伊丽莎白·Ａ·席尔瓦， 帕齐·希利， 尼尔·哈

里斯， 彼得·范·登布洛克 编著 顾朝林， 田莉， 王世福， 周恺， 黄亚平等译。

４７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作者：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ｉｎｉｎｇ。

参考资料

《 Ｔｈｅ ＳＡ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作者：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Ｆ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Ｐｅｔｅｒ
Ａ．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作者：Ｃｅｃｉｌｉａ Ｗｏｎｇ。

《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作者：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马史思主义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讲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讲授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讲授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
现实境遇与发展状况。
本课程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和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它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它
是如何影响当今世界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 它给中国的思想理论、给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什么？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人文社会
科学？ 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
等一大批名家大师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开拓性成
就？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 又面临着什么
样的机遇和条件？ 在强起来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
们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ｕｉｌｄｌｉｎ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思想体系，懂得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懂得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
求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认识当代中国和世界，把握宇宙和人生，指
导我们的生活和实践。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与本质特征（２ 学时）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学
科对象与理论体系（２ 学时）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如何破解自然与社会之谜（４

学时）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如何破解人的思维与精神之谜（ ２ 学时）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２ 学时）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
国和世界的时代境遇和发展状况（４ 学时） ；第七章 案例分析课：郭沫若、范文
澜等名家大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开拓性学术成就（２ 学

４７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时） ；第八章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２ 学时） ；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遇到的问题和发展的机遇（２ 学时） ；第十章 马
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２ 学时） 。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研讨相结合，经典阅读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论文、读书报告、课堂研讨） 占 ６０％，期末考试（ 课堂开卷） 占 ４０％

办法
教材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沿问题研究》 ，作者：孙熙国。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让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其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让学生掌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理解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
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研究出发点、对象、任务和方法。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ｘ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ｃ
ｌｉｎｅｓ ｂｕｔ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教学基本目的

让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其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让学生掌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理解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位。

内容提要及相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应学时分配

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包括：劳动价值论：商品、货币、价值规律（８） ；剩余价值
论，剩余价值产生前提、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生产方法（８） ；资本积累
理论，资本积累的动因、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资本积累规律（４） ；资本循环周
转理论，资本循环过程、条件等，资本周转的影响因素和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
的影响（４）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和条件及其规律（４） ；生产价格理论和剩余价值分割，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形
成，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８） ；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形成、特征、实质等（８） 。

马史思主义学院

４７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２０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要基本经济在制度，公
有制经济经济、国有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

要内容、市场和政府关系（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分配至制度、
机制、收入分配中的问题（４） ；中国特色经济主经济结构理论，产业结构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４） ；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经济全
球化、中国对外开放、开放型经济发展（４） 。
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 教师提前布置阅读文献、思考的问题。 课堂讲
授采取问题式导入，在讨论问题过程中讲解基本理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学生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由考勤、课程讨论、平时作业构成，一共 ３０ 分。
期末成绩：闭卷考试，７０ 分。

教材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作者：刘树成，吴树青，纪宝成，李兴山，张宇，
胡家勇。

参考资料

《 资本论》 ，作者：马克思。

课程中文名称

科学社会主义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发
展。 目的是使学生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
素养，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共
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内容提要及相

一、导论：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

应学时分配

基本问题；学习本门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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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四、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和途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五、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理论；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理论；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的形成；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和苏东剧变。
七、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从新民主主义过渡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伟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的探索和邓
小平的理论的创立；“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成就。
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体系和世界意义。
十、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矛盾；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在曲折中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经
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讲授（ 含课程讨论等）３０ 学时；复习、期末考试：４ 学时。

教学方式

理论和历史相结合，课堂讲授与学生阅读经典和课堂讨论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主要根据学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期末笔试评定成绩。

办法

考勤：１０％；课堂讨论和实践活动：２０％；读书笔记：２０％；期末考试：５０％。

教材

《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作者：《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编写组；《 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 ，作者：高放，李景治，蒲国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作
者：教育部社政司组编。

参考资料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１、２ 卷；《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作者：中共中央宣传

部理论局；《 社会主义由西方向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
思想历史考察》 ，作者：张光明；《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 ，作者：黄宗良；《 与
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 ，作者：孙代尧、薛汉伟。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史思主义学院

４７７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文化基础、实践需求，阐
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特别介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
一些代表性人物，还从国际视野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本课程以阅
读经典文献和探讨学术问题为主，立足经典文本阐释，关注理论前沿问题，既
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又重点聚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
大理论问题，既注重知识性又注重思想性，既注重讲授又注重研讨，力求打造
出集政治性、学术性与思想性于一体的课程。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教学基本目的

帮助学生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发展过程、理论体系、内容、价值取向、
方法论。 本课程以阅读经典文献和探讨学术问题为主，立足经典文本阐释，关
注理论前沿问题，既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又重点聚焦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既注重知识性又注重思想性，既注重讲授又注
重研讨，力求打造出集政治性、学术性与思想性于一体的课程。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１ 次讲授课）

应学时分配

专题一：关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几个基本问题的厘清
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问题（２ 次讲授课）
专题二：后发国家的赶超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论“ 德国道路” 与“ 俄国道路” 问
题
专题三：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及其当代启示
第三部分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问题（３ 次讲授课）
专题四：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
专题五：毛泽东的阶级、人民与群众观
专题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第四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４ 次讲授课）
专题七：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
专题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内在矛盾及其化解
专题九：老路思维、邪路思维的生成机理与中国道路的基本遵循
专题十：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带领学生阅读文献，课堂讨论，撰写作业。 每部分均安
排至少一次讨论课，要求同学参与讨论发言，讨论选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围
绕着该部分所列的经典著作，一个是围绕着该部分讲授的专题课的内容。

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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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闭卷考试占 ７０％；讨论、作业、考勤各占 １０％。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 ，作者：陈培永。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 ；《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 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一卷》 ；《 反对本本主义》 ；《 实践论》 ；《 矛盾论》 ；《 毛泽东选集》 第一
卷；《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 ；《 南方谈话》 ；《 邓小平文选》 第二、第三卷。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ｎ ｓｉｎｏ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选择本课程的学生应先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或同步开设马克思主义

先修课程

经典著作导读。 通过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功底，获得基本的分析方法
和思维支点。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和分析，提升学生感知
历史、感知思想、认识国情和世界情况、培养理论思维、学术兴趣和理论功底。
课程精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目进行导读，讨论，思想背景与社会发展
研究，提升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ｖｉａ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ｙｅｓ ｔｏ
ｋｎｏｗｌｄｅｇ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和标志意义的文章进行导
读、分析，给学生提供文本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思想与社会、历史与逻辑分析
的框架，提升学生对文献的分析能力、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了解和认同社会
发展规律并运用规律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学生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思想
基础提供助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模块：毛泽东思想经典文献导读（１４ 学时）

１．《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社会阶级分析（ ２ 学
时） ；

２．《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 反对本本主义》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 ：思想教育、调查方法、革命战略分析（２ 学时） ；

３．《 矛盾论》 、《 实践论》 ：哲学思维分析（２ 学时） ；

４．《 论持久战》 、《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革命战争的规律与领导

马史思主义学院

４７９

权分析（２ 学时） ；

５．《 新民主主义论》 、《 论政策》 ：社会发展规律和政策分析（２ 学时） ；

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论联合政府》 ：领导力量与领导形式分析
（２ 学时） ；

７．《 论人民民主专政》 、《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政治观与历史观分析（２ 学时） 。
第二模块：邓小平理论经典文献导读（１０ 学时）

８．战争时期文献：《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 １９４１．４．１５） 、《 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
动》 （１９４３．２．２０） 、《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 １９４３． １１． １０） （ ２ 学
时） ；

９．建国后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献：《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 １９５６．９．

１６） 、《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１９５６．１１．１７） 、《 今后的主要任务
是搞建设》 （１９５７．４．８） 、《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 １９６０．３．２５） 、《 建设一个成
熟的有战 斗 力 的 党》 （ １９６５． ６ 月． １２ 月） 、 《 加 强 党 的 领 导、 整 顿 党 的 作 风》
（１９７５．４．７） 、《 “ 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１９７５．５．２４） （２ 学时） ；

１０．改革开放时期：《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１９７８．１２．１３） 、《 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 （１９７９．３．３０） 、《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１９７９．１２．２６） 、
《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 １９７９．１２．６） 、《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１９８０．８．１８） （２ 学时） ；

１１．《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１９８２．９．１、《 前十年为后十年
做好准备》 （１９８２．１０．１４） 、《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１９８４．６．２２ － ２３） 》 （２ 学时） ；
１２．《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 １９８４．１０．１０） 、《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
大问题》 （１９８５．３．４） 、《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 １９８５．８．２８） 、《 在
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１９９２．１．２８ － ２．２１） （２ 学时） 。
第三模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典文献（１０ 学时）

１．早期思想：《 之江新语》 （２ 学时） ；

２．《 习近平论治国理政》 （ 第 １ 卷） （２ 学时） ；
３．《 习近平论治国理政》 （ 第 ２ 卷） （２ 学时） 。

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展与趋势（２ 学时；文献分析与讨
论） ；

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２ 学时；文献
分析与讨论） 。

教学方式

课下阅读文献，上课导读、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撰写期末论文，进行学术评定。

办法
教材

《 邓小平文选（ 三卷） 》 ，作者：邓小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１ 卷） 》 ，作者：
习近平；《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 （ 第 二 卷） 》 ， 作 者： 习 近 平； 《 毛 泽 东 文 献 （ 四
卷） 》 ，作者：毛泽东。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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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英文名称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
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
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经济、政治、
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
队、“ 一国两制” 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构成了一个
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 本课程力求全面系统讲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内外大事，提升自己的理
论能力和思想水平，做一个站在新时代潮头的优秀大学生。

课程英文简介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 ｔｈｏｕｇｔ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ＣＰ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ｔ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ｆｏｒｍ ａ ｃｏｎ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ＣＰ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是为了使大学生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全面准备的
把握，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有更加透
彻的理解，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提升有更加切实的帮助。

内容提要及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

应学时分配

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
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马史思主义学院

４８１

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经济、政治、
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
队、“ 一国两制” 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构成了一个
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 “ 八个明确” 是指导思想层
面的表述，重点讲的是怎么看，回答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问题；“ 十四个坚持” 是行动纲领层面的表述，重点讲的是怎么办，
回答的是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 八个明确” 和
“ 十四个坚持” 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

学时分配如下：主讲十四次，每次 ２ 学时，另有讨论点评课程 ３ 次，每次 ２ 学
时。

第一讲
第二讲

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

第三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和新时代战略安排；

第四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新发展理念；

第五讲

全面深化改革；

第六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第七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第八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第九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第十讲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第十一讲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十二讲：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第十三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十四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从严治党；
总结与答疑。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学方式分为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报告，其中课堂讲授 ２８ 学时，文献阅
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 １ － ２ 卷）２ 学时，讨论和报告 ４ 学时。
考试分为平时分和期末考试分，平时分 ５０ 分，包括考勤、参与度，期末考试 ５０
分，闭卷考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１ － ２ 卷） 》 ，作者：习近平。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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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旨在从思想史
和学术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本学科立足于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探讨马克思主义产生、传播、发
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面临的挑战及经验教训，从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精神，进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现实化提供理论支持。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该课程主要是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高度，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产
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使学生既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基本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清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对马克思主义在各
个阶段的发展历史有整体性的理解。 以便更深刻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
涵，真正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以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信念。

内容提要及相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内在规律

应学时分配

的学科。 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思想的研究；２０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等。 通过带领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思想的研究，使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时
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历史阶段；了
解马克思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和唯物史观的发现过程；掌握劳动价
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内涵。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
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探索新的策略。

通过讲授 ２０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使学生明确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马克
思主义学说发展的相互关系。 通过对剖析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理论对马克
思主义的干扰，以及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苏联社会主义模
式的形成和发展，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２０ 世纪遇到的挑战和新的发
展，从而建立更直观全面的关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知识体系。

马史思主义学院

４８３

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使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
果的过程。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发展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具体经验，使学生分别理
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发展的特殊规律。 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

课时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１８ 学时；２０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１５ 学
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１８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学生文献阅读和报告，并进行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成绩评定包含三个环节：课程论文 ６０％；读书报告 ２０％；课堂讨论 ２０％。

办法
教材

《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作者：邢贲思，梅荣政，张雷声，艾四林。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重大问题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面对本专业本科生。 １８４０ 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内容丰富，涵盖
广阔。 本课程以专题研究的形式，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基本历史问题的介绍与研究，试求从历史发展的各个侧面，全方位、多角
度地向学生展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其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从多个层
面、多个角度认识和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更深刻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
发展及其内在规律性。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ｂｙ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ｌｅ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ｌａｗｓ．

４８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基本目的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础，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主要经
验。
将理论研究和解析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
角度，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研
究。
注重基本材料的掌握和运用，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
训。 有助于学生全面系统掌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要内容，以史为鉴，提高认
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８４０ 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内容丰富，涵盖广阔。 本课程以专题研究的形
式，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历史问题的介绍与研
究，试求从历史发展的各个侧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学生展示中国近代历史
的发展进程。 其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认识和了解中国近
代历史，更深刻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内在规律性。 主要专
题包括：一、近代以前的中国与世界：李约瑟之谜（３ 学时） ；二、鸦片战争：林则
徐与琦善（３ 学时） ；三、从太平天国看农民运动的两重性（３ 学时） ；四、近代中
国的改良（３ 学时） ：戊戌维新与清末立宪运动（３ 学时） ；五、辛亥革命：兼评告
别革命论（３ 学时） ；六、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３ 学

时） ；七、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３ 学时） ；八、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３ 学时） ；
九，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３ 学时） ；十、抗日战争（３ 学时） ；十
一，解放战争（３ 学时） ；十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与实践（ ３ 学
时） ；十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３ 学时） 。 课堂讨论 ４ 次，１２
学时。
教学方式

１、教师课堂专题讲授为主；２、学生课下阅读历史文献；３、课堂讨论，学生分组
进行。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１、期中论文：３０ 分，不少于 ３０００ 字；２、课堂讨论发言：３０ 分；３、期末论文：４０
分，不少于 ６０００ 字。

《 中国近代史》 ，作者：李侃等。

《中国近代通史》 （ 全 １０ 册） ，作者：张海鹏；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作者：
陈旭麓。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Ⅰ）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马史思主义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４８５

本课程旨在研读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通过直接阅读经典原著，引
导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思想方法、基本立场，从而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要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 阅读经典是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原原本本地学习
经典作家的著作，从而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本课为马克思主义专业学生的
专业必修课。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ｇｕｉ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ｎ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引导学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借助对文本的研习，理解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精神，学习经典作家研究现代社会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提高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导论（４ 学时）

应学时分配

介绍本课的教学宗旨、教学目标与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认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
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精读原著的热情和决心。 由于经典原著产生
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阅读和理解都面对诸多困难。 导读课着重从方法论角度
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研读方法。
一、为何阅读经典；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历史地位；三、文献学研究及
其方法；四、从经典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精神实质。
第一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导读（４ 学时）
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的时代背景；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的主
要内容；三、《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的理论意义。
第二章《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导读（１６ 学时）
一、《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写作背景；二、《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主
要内容；三、《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二十世纪的反响；四、《 １８４４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第三章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导读（４ 学时）

一、《 提纲》 简介；二、《 提纲》 的核心思想；三、《 提纲》 作为新世界观的萌芽。
第四章 《 德意志意识形态》 导读（１６ 学时）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产生过程及版本考证；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 阐释
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第五章 《 共产党宣言》 导读（１６ 学时）

本篇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是需要重点研习的著
作。
一、《 共产党宣言》 的时代背景； 二、《 共产党宣言》 的主要内容； 三、《 共产党宣
言》 的历史传播及实际影响； 四、恩格斯晚年对《 共产党宣言》 最反思。

４８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方式

课堂上教师讲授并进行讨论，课下阅读原著并撰写读书报告。 注重研讨和思
想碰撞交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搜集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独立发现问
题和研究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 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相当数量的马列经典基
本文献，做课堂讨论的主题发言，撰写若干篇读书报告，以上构成平时教学和
考核的内容。 最后撰写一篇论文作为期末考试内容。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课堂发言 ２０％；读书报告 ２０％；期末论文 ５０％。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作者： 本书编写组； 《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作者：侯
惠勤，余源培，侯才，郝立新。

参考资料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选集》 ，作者：列宁。

课程中文名称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Ⅱ）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研读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通过直接阅读经典原著，引
导学生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思想方法、基本立场，从而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要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 阅读经典是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原原本本地学习
经典作家的著作，从而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本课为马克思主义专业学生的
专业必修课。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ｇｕｉ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ｎ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引导学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借助对文本的研习，理解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精神，学习经典作家研究现代社会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提高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六章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导读（４ 学时）

序言集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模型，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具有标志意义。

一、《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的理论模型； 二、《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的

马史思主义学院

４８７

论争：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历史决定论。
第七章 《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导读（１６ 学时）

《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又被简称为《 大纲》 ，这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
过程中形成了手稿，集中阐释了其研究方法和基本思想，在二十世纪引起了广
泛关注，对于理解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的写作过程与背景； 二、《 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
学手稿》 的结构； 三《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集中阐释的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的方法论； 四、《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的哲学思想：异化的克服与人的
自由发展。

第八章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导读（８ 学时）

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的产生背景； 二、《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 三、从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理解社会
主义。

第九章 《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导读（１６ 学时）

《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作品，简
称《 费尔巴哈论》 ，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产生和内容具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

一、《 费尔巴哈论》 的主要内容； 二、《 费尔巴哈论》 的历史意义。
第十章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导读（１６ 学时）

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时代背景； 二、《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 的基本内容； 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当代价值 。
教学方式

课堂上教师讲授并进行讨论，课下阅读原著并撰写读书报告。 注重研讨和思
想碰撞交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搜集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独立发现问
题和研究问题的科研创新能力。 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相当数量的马列经典基
本文献，做课堂讨论的主题发言，撰写若干篇读书报告，以上构成平时教学和
考核的内容。 最后撰写一篇论文作为期末考试内容。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课堂发言 ２０％；读书报告 ２０％；期末论文 ５０％。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作者：侯惠勤，余源培，侯才，郝立
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作者：本书编写组。

参考资料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选集》 ，作者：列宁。

新闻与传播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传播学研究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旨在训练学生发现、观察和分析人类传播活动的方法。 课程包括三大部
分，即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与方法体系；资料观察与搜集的方法；资料分
析与处理技术。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培养学生关注传播现象，发现和体验传播学研究问题的能力；
２． 使学生了解社会科学方法论与方法体系；

３． 使学生掌握传播学研究中典型的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

４．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科学研究成果展示与表达能力；
５． 使学生掌握构思并完成独立研究计划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传播学研究与方法论基础 （３ 学时）
第二讲：概念化、操作化与测量 （３ 学时）
第三讲：抽样（３ 学时）

第四讲：访谈法（６ 学时）
第五讲：观察法与实验法（３ 学时）
第六讲：内容分析法（３ 学时）

第七讲：问卷调查法 （６ 学时）

第八讲：定性资料分析：资料整理与分析（３ 学时）
第九讲：定性资料分析：计算机软件辅助分析（３ 学时）
第十讲：定量资料分析：社会统计（３ 学时）
第十一讲：定性资料分析：软件辅助分析（３ 学时）
第十讲：逻辑训练（３ 学时）
第十一讲：研究报告撰写与论文写作规范（３ 学时）
第十二讲：研究示例与作业辅导（６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教授 ９０％，讨论 １０％。

新闻与传播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４８９

考核包括课堂表现、平时作业、期末考试：

１． 课堂表现：出勤以及参与课堂教学情况（１０％） ；
２． 平时作业：提交作业的时间、质量等（３０％） ；

教材
参考资料

３． 期末考试：闭卷 （６０％）

《 传播学研究方法》 ，作者：柯惠新；《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作者：袁方。
《 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作者：Ｎｏｒｍａｎ Ｋ．Ｄｅｎｚｉｎ；

《 质性研 究 中 的 资 料 分 析———计 算 机 辅 助 防 范 应 用 指 南： 作 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ａｈｎ；《 问卷设计手册》 ，作者：Ｎｏｒｍａｎ；

《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作者：Ｋａｔｈｙ Ｃｈａｒｍａｚ；
《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ＳＰＳＳ 软件应用》 ，作者：郭志刚；
《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 ，作者：罗伯特 Ｆ．；

《 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 ，作者：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
《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 ，作者：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
《 社会统计学》 ，作者：尹海洁，李树林。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ｂｂｉｅ；

课程中文名称

传媒伦理与法律法规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法律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的必修课，旨在系统介绍我国传播伦理与传
播法律、法规的基本规范，使学生在修完本课之后，能够获得该领域整体的知
识，培养传播伦理与法律的健康、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观念。 本课程教学特别强
调：

１． 我国传播伦理与法律、法规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与制度条件；
２． 我国传播伦理与法律、法规的基本规范；
３． 我国传播伦理与法律、法规实施现状；

４． 完善我国传播伦理与法律、法规的一些思考。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４９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我国传媒行业现行的职业伦理规范与法律规
范的基本情况；掌握其最基本的条文与规定；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与法律
观念。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传播伦理学概述（２ 学时） ：介绍其概念、起源、社会作用等；

２． 我国传播职业伦理的基本准则（ ４ 学时） ：介绍我国传播职业伦理基本准则
的内容、性质、价值；

３． 旧中国的传媒立法（２ 学时） ：介绍晚清与民国各期政府传媒领域的重要立
法；

４． 宪法与传媒（２ 学时） ：介绍我国宪法对传媒事业的规定；
５． 刑法与传媒（２ 学时） ：介绍我国刑法对传媒犯罪的规定；

６． 民法与传媒（４ 学时） ：一则介绍我国民法对公民与法人基本权利的规定，二
则介绍常见的传媒侵害公民与法人民事权利的行为；

７． 著作权法概述（４ 学时） ：介绍我国著作权法的基本规定；
８． 出版法律规范（２ 学时） ：介绍现行出版法律规范；
９． 新闻法律规范（２ 学时） ：介绍现行新闻法律规范；

１０． 广告法律规范（２ 学时） ：介绍现行广告法律规范；
１１． 广电法律规范（２ 学时） ：介绍现行广电法律规范；
教学方式

１２． 新媒体法律规范（２ 学时） ：介绍现行新媒体法律规范。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学生课堂讨论、作业报告以及文献阅读。 讲授占课
时量的 ８０％，其他占 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成绩（ 出勤、讨论、阅读等，占 ２０％） ，期中作业（ 论文或报告，占 ３０％） ，期
末成绩（ 闭卷考试，占 ５０％） 。

《 传媒伦理与法律法规》 ，作者：王军。

《 新闻伦理学》 ，作者：黄瑚；《 新闻道德评价》 ，作者：罗恩·史密斯；
《 传播伦理学》 ，作者：陈汝东；《 新闻传播法教程》 ，作者：魏永征；
《 新闻法制前沿问题探索》 ，作者：曹瑞林；
《 中国近代法制新闻史》 ，作者：马光仁；
《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作者：黄瑚；

《 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 ，作者：张新宝；《 版权法》 ，作者：郑成思；
《 广告法律制度》 ，作者：蒋恩铭；《 论出版自由》 ，作者：约翰·弥尔顿；
《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 ，作者：刘哲民；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１

《 思想自由史》 ，作者：Ｊ．Ｂ．伯里；

《 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 ，作者：唐纳德． Ｍ． 吉尔摩；

《 传播法判例：自由、限制与及现代媒介》 ，作者：约翰． Ｄ． 泽莱兹尼；
《 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 ，作者：张宸。
课程中文名称

新闻采访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新闻名篇选读

课程中文简介

在新闻学的学科内容架构中，与新闻信息传播直接相关的新闻实务（ 包括采、
写、编、评） ，历来被视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专业领域。 而在这一领域中，新
闻的采访与写作，不仅涵盖新闻信息从采集到撰写的全过程，而且也是新闻编
辑和新闻评论得以发挥功效的物质基础。 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旨
在通过课堂讲授与多种课外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同学们系统掌握新闻采
访与写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业务技巧、写作方法等，切实提高新闻信息采
访与写作专业能力，为实现高质量的新闻信息传播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ｍａｊ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ｔｃ．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同学掌握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本原理与方
法，学会运用不同的采访方法完成采访任务，并选用最合适的新闻体裁（ 尤其

是消息和深度报道） ，使用最为恰当、得体、有效的写作方法，写出具有传播力、
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新闻作品。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绪论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记者的职责、素养与道德准则

第三周

新闻真实原则解析

第四、五、六周

新闻采访的性质、原理、方法与技巧

４９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七周

新闻报道的不同体裁与特点

第八周

新闻写作的基本方法与要求

第九周

新闻语言与新闻跳笔

第十、十一、十二周

消息的采访与写作

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周

深度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包括传统通讯、新闻特

稿等）
教学方式

讲课、讨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５０％（ 包括课堂讨论和新闻采写训练与习作） ；期末闭卷考试 ５０％

办法
教材

《 新闻采访学》 ，蓝鸿文著

《 新闻写作教程》 ，刘明华、徐弘、张征著
参考资料

《 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 ，（ 美） 卡罗尔·里奇著、钟新主译
《 如何成为顶级记者 －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 ，（ 美） 杰里·施瓦茨著、曹俊等译
《 新闻采访概论》 ，艾丰

《 新闻写作方法论》 ，艾丰
《 新闻采写艺术》 ，庹震

《 新闻报道与写作》 ，（ 美） 梅尔文·门彻著、展江主译
课程中文名称

新闻编辑

课程英文名称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分为新闻编辑的角色定位、新闻媒体的定位与产品设计、新闻报道
的策划与组织、报纸版面设计、新闻文稿的选择与处理等章节，介绍当代新闻
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研究与之相关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希冀
使同学在了解当代媒介形态变化与新闻编辑工作关系的基础之上，认识当代
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动向，掌握新闻编辑工作涉及的主要内容及
工作流程，并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际操作的训练，具备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的理论基础和初步的工作技能。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ｓ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ｌａｙｏｕ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ｉ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ｏｆ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ｓ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使同学在了解当代媒介形态变化与新闻编辑工作关系的基础之上，认识当代
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动向，掌握新闻编辑工作涉及的主要内容及
工作流程，并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际操作的训练，具备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的理论基础和初步的工作技能。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绪论，第二周

应学时分配

第三周

新闻媒体的定位与产品设计（ 上）

第四周

新闻媒体的定位与产品设计（ 下）

第五周
第七周
第九周

新闻编辑的角色定位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上） ，第六周
报纸的版面与设计（ 上） ，第八周
新闻稿件的分析与选择，第十周

报纸的版面与设计（ 下）

新闻稿的编辑与修改

第十一周 新闻标题的作用与制作，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新闻图片的获得与运用（ 中）

第十四周

新闻图片的获得与运用（ 下）

第十五周
教学方式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下）

新闻图片的获得与运用（ 上）

关于新闻稿作的配置，第十六周 课程总结与复习

课堂讲解与课外训练相结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大量使用课件及多媒体资
料，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作业训练及课堂讨论 ４０ 分，期末闭卷考试 ６０ 分。
《 新闻编辑学》 ，作者：蔡雯。

《 报刊装帧设计手册》 ，作者：蒂姆·哈洛维著，杜然译；

《 创造性的编辑（ 第五版） 》 ，作者：［ 美］ 鲍尔斯·博登著；
《 世界名报头版设计创意解读》 ，作者：刘海涛，刘晓燕。
《 美国报纸视觉设计》 ，作者：许期卓；

《 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 ，作者：蔡雯；

《 报纸版面学》 ，作者：王咏赋；《 新闻编辑学》 ，作者：荆溪人；
《 新闻编辑学》 ，作者：蔡雯；

《 新华社采编经验选萃》 ，作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
课程中文名称

新闻摄影

课程英文名称

Ｎｅｗ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暂无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初步掌握新闻摄影的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所学的新闻摄影理论，分析各
种体裁的新闻摄影作品。 并比较熟练地运用新闻摄影技术，正确的观察和选
择主题，拍出内容真实、画面生动、感染力强的作品。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导论，第二周

应学时分配

第三周

胶片的类型与曝光，第四周

第五周

自然光照明与人造光照明的运用

第六周

黑白摄影与色彩摄影，第七周

第八周

被摄体属性的运用，第九周

第十周

拍摄突发新闻与非突发新闻

照相机与镜头
摄影的视觉语言
正确选择拍摄点与构图
新闻摄影的分类与采访技巧

第十一周

拍摄新闻人物和人物肖像，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新闻摄影的相关法律与伦理问题，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图片编辑与图文混排，第十六周

数码影像控制

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讲解和实际拍摄相结合，适当运用多媒体资料。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２０％，期中成绩 ２０％，期末考试 ６０％。

办法

插图摄影和图片故事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美国新闻摄影教程》 ，作者：肯尼思·科布勒；

《 摄影向导》 ，作者：迈克尔·兰福特；《 报道摄影》 ，作者：曾璜；
《 摄影用光 １００ 例》 ，作者：徐希景，王美清；

《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新闻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使学生掌握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基本历程及规律，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史
的主要发展阶段、制度演变和重要的事件、人物，培养学生从历史的眼光看待
和理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

新闻与传播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４９５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ｉｎａ ’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掌握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基本历程及规律，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史
的历史与现状。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绪论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古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

第三周

古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 二）

第四周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新闻业（ 一）

第五周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新闻业（ 二）

第六周

国人自办报刊的发端

第七周

五四时期的报刊与文化现代化

第八周

商业化报刊及其资本主义企业化运营

第九周

商业化报刊及其资本主义企业化运营

第十周

新闻传媒与中国现代政党政治

第十一周
第第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新闻传媒与中国现代政党政治
泛政治化的新闻传播：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泛政治化的新闻传播：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事业（ 一）

第十五周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事业（ 二）
第十六周
教学方式

总结

教师讲解和学生课堂报告、课堂讨论及课外阅读相结合，适当运用多媒体资
料。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 ２０ 分，期中论文 ２０ 分，闭卷考试 ６０ 分。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中国报学史》 ，作者：戈公振；《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作者：方汉奇；
《 新中国新闻传播 ６０ 年长编》 ，作者：刘家林；
《 民国政制史》 ，作者：钱端升。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新闻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不要求先修课程，但选课同学需阅读并熟悉世界近现代历史。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必修课，也是新闻传播学院的主干基础课程。 它将以
广阔的视野，帮助学生掌握外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
律，了解外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中著名的事件、人物、思潮，及当前国际新闻传播
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掌握外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了解外国新
闻传播事业史中著名的事件、人物、思潮，及当前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存在的主
要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导论，第二周

应学时分配

第三周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业（ 上）

第四周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业（ 下）

第五周

工业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业（ 上）

第六周

工业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业（ 下）

第七周
第八周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教学方式

外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

“ 一战” 前后的新闻传播业（ 上）
“ 一战” 前后的新闻传播业（ 下）
“ 二战” 期间的新闻传播业

“ 冷战” 期间的新闻传播业 （ 上）

“ 冷战” 期间的新闻传播业（ 下）
“ 冷战” 后的新闻传播业 （ 上）
“ 冷战” 后的新闻传播业（ 中）
“ 冷战” 后的新闻传播业（ 下）

世界华文媒体的现状与前景，第十六周

课程总结

教师讲解和学生课堂报告、课堂讨论及课外阅读相结合，适当运用多媒体资
料。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成绩 ２０ 分，期中论文 ２０ 分，闭卷考试 ６０ 分。
《 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 ，作者：程曼丽。

《 外国新闻史教程》 ，作者：李磊；《 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 ，作者：张允若；
《 世界新闻史》 ，作者：李瞻；《 西方文明史》 ，作者：罗伯特 Ｅ．勒纳等。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７

课程中文名称

新闻评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暂无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紧密结合时事，结合基本的评论理论，结合最新的案例，激发学生的表达欲，使
学生在边讨论边实践中掌握新闻评论写作的技术规范和知识，并致力于帮助
学生掌握和积累新闻评论写作所需要的非技术知识，不仅敢于、乐于、勤于动
笔写符合媒体发表要求的评论，更要写出让人称道的好评论。 通过这门课，不
仅学会写评论，学会公共表达，更要培养评论的素养和判断的理性。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新闻评论与中国社会：评论的基本理论和发展概况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新闻评论的知识准备，第三周

第四周

新闻评论的附加值

第五周

新闻评论的冲突性：在驯服冲突中把握评论

第六周

新闻评论的选题，第七周

第八周

新闻评论的论点与判断，第九周 新闻评论的逻辑

第十周

新闻评论的理性，第十一周 新闻评论的思维与技巧

新闻评论的角度

第十二周

新闻评论的伦理与规范

第十三周

广播电视评论与网络评论（ 拟邀请著名电视评论员共同完成这周

课程） ，第十四周

教学方式

新闻评论的表达效率

社论写作

第十五周

实践一：新闻评论典型案例赏析与分析

第十六周

实践二：专题写作训练

打破传统评论教学的结构安排，以更符合评论写作内在规律的问题意识去安
排课程。 理论讲授、方法总结、案例分析、互动实践相结合，运用多种教学手
段。
课程中所选的案例，将多数是我自己的作品。 以自己的作品为案例，一大优点
是熟悉写作的过程和体验，能将自己的这种体验总结出来教给学生。 以自己
的作品为案例，比以别人的作品为案例，会更有说服力，更能把写作的思维过
程和经验完整地还原出来。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成绩 ２０％（ 上课表现） ，实践成绩 ２０％ （ 发表评论） ，期末考试 ６０％ （ 写一
篇评论） 。
暂无

４９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参考资料

《 时评写作十讲》 ，作者：曹林；《 拒绝伪正义》 ，作者：曹林；
《 新闻评论写作教程》 ，作者：马少华；

《 与研究生谈新闻评论》 ，作者：邵华泽；

《 冲击力》 ，作者：康拉德·芬克；《 李普曼传》 ，作者：斯蒂尔；
《 光荣与梦想》 ，作者：威廉·曼彻斯特。
课程中文名称

互联网认知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仅要求学生有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使用体验。

课程中文简介

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技
术在这些解决方法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关键在于创新。
而创新的关键又在于互联网。 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提
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标准、技术、商业惯例和政府政策互相作用、彼此激
荡，共同维持一个开放和普及的平台，促进创新、创造和经济机会。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创新。 很难想象一个比互联网更复杂的人造系统。
互联网所造就的前所未有的水平化和解中介化，对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层面
都形成巨大的影响。
仅用单一的维度，例如技术或者经济，都不足以解释作为一种创新现象的

互联网。 需要借助多学科的帮助———例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
学、人类学、传播学、历史学乃至法学等———才能获得更好的有关互联网如何
运转、以及人们在互联网中如何行为的认知。

讲授互联网认知，需要厘清互联网的发展与技术、财富、文明变迁的关系，
以回溯过去，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最终，我们会发现，是观念改变世界，而不
仅仅是技术、资本或制度。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ｆｉ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ｈａｔ ｒｏｌｅｓ ｗｉｌ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ｓ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ａｎ －

ｍ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４９９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ｌ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ｗ⁃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ｕｎｌｅｓｓ ｗｅ ｄｉｖ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ｏｏｋ ｂａ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ｎｏｗ，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ｌ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互联网在当代社会中起着重要的、常常是富于争议的作用，几乎涉及我们生活
的每一方面。 对这些技术的变革性效果，存在各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命题。
本课程将从不同的生活、技术和实践领域探讨这些命题。 它将“ 互联网” 不是
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看做一种时有不同的技术、平台、行为和话语的集
合，它们与社会互相激荡，共同演变。
课程将涵盖关键主题，从历史延伸至当代，以使学生了解和挑战对互联网与社
会之间的互动的理解和假设。 这包括但不限于：文明变迁，财富历程，认同与
主体性，政治与民主，技术、知识与媒介，产业与管理，数字权利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应学时分配

从三条主线看互联网发展背景：技术、财富与文明变迁。
第二讲

概论（２ 学时）
财富的历程（２ 学时）

从贸易到货币，从股票的发明到今天的华尔街，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奠定了现
代世界的基本结构，刺激了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然而，在创造之中也蕴含巨
大的破坏。
第三讲

硅谷传奇（２ 学时）

硅谷的历史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创设。 信息改变了全球。
第四讲 中国互联网的形成（２ 学时）

从星星之火到全球网民数量第一，从 ｃｏｐ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 到 ＢＡＴ。 网络公共领域的
崛起，在鼓励与管制之间的政府产业政策与立法。
第五讲 创新、创业与企业家精神（２ 学时）

创新理论与企业家精神。 从 ０ 到 １ 与从 １ 到 Ｎ。
第六讲 中国式创新（２ 学时）

中国有创新吗？ 我们可能缺少技术推动型创新，但不乏用户拉动型创新；可能
怯于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但勇于开展商业模式与营销创新。 一度我们以为
自己创造了“ 中国模式” ，然而这一模式的优势并不能够持久，迫切需要“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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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 ———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造就开放、自由的思想市
场。

第七讲 技术想要什么 （２ 学时）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技术自身不会改变社会，而是
对技术的反应引发社会变化。
第八讲 知识的革命 （２ 学时）

知识社会与知识工作者。 知识在变化的同时，知识所驱动的组织也在变化，更
重要的是，做一个有知识的人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此，知识史需要全面
更新，它将成为 ２１ 世纪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九讲

新经济 新规则 （２ 学时）

第十讲

转型管理学 （２ 学时）

互联网的位移趋势。 互联网的黑洞效应与互联网 ＋。
转型成为网络化企业：战略转型、组织转型、人才转型、用户转型。
第十一讲 媒体变局 （２ 学时）

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这个词
到底能代表什么。

第十二讲 网络文化 （２ 学时）

在人人都有社交媒体、２４ ／ ７ 移动在线、影像无所不在的环境下，处于传播、娱
乐和商业中心的网络文化具备多种表现 ／ 再现方式，影响身份认同与社群形
成。

第十三讲 网络社群 （２ 学时）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 聚集一群
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
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 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
民的手中。
第十四讲

网络社会的反思 （２ 学时）

网民权利，个人伦理，网络治理，平台责任。
第十五讲

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尚未普及 （２ 学时）

改变未来的关键技术前瞻及其意义：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
科学，太空探索等。
第十六讲

下一个社会 （２ 学时）

虽然今天的变化如此之多，但最大的变化还没有到来。
教学方式

面授，学生参与案例分析与讨论，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讨论 １０％，期中读书报告 ２０％，期末论文 ７０％。

办法
教材

《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作者：胡泳。

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资料

５０１

《 数字化生存》 ，作者：尼葛洛庞帝；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Ａｍａｚｏｎ， Ａｐｐｌ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Ｇｏｏｇｌ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Ｐｈｉｌ Ｓｉｍｏｎ；

《 漫长的革命》 ，作者：雷蒙·威廉斯；

《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作者：欧文·戈夫曼；

《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作者：克莱·舍基；

《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作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 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 ，作者：雷蒙德·库兹韦尔；
《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作者：曼纽尔·卡斯特；

《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 ，作者：布莱恩·阿瑟；
《 文明》 ，作者：尼尔·弗格森；《 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哈耶克；
《 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 ，作者：钱德勒；

《 从 ０ 到 １：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作者：彼得·蒂尔，布莱克·马斯特斯；
《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作者：科斯，王宁；
《 知识的边界》 ，作者：戴维·温伯格。
课程中文名称

视听语言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ｕｄｉｏ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在归纳、总结前人关于视听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勾勒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视
听语言特征，从单个镜头、镜头组接和影视作品的整体形式三个方面研究影视
作品的特殊表现力。 培养从事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本科生视觉思维能力，也
让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从视听语言研究入手，更透彻地了解影视文化的特征，
为影视文化的研究、传播提供更专业的知识背景。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 －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ｏ －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ｆｉｌｍ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ｈｏｔ，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ｌｍ ｗｏｒｋｓ． Ｉｔ ａｉｍｓ ｔｏ ｎｏｕｒｉｓｈ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在归纳、总结前人关于视听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勾勒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视
听语言特征，从单个镜头、镜头组接和影视作品的整个形式三个方面研究影视
作品的特殊表现力。 培养从事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本科生视觉思维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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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从视听语言研究入手，更透彻地了解影视文化的特征，
为影视文化的研究、传播提供更专业的知识背景。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导论，第二周

应学时分配

第四周

电影的视觉元素之二，第五周

第七周

蒙太奇思想，第八周

第十周

镜头组接之二，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四周
第十六周

影视创作流程，第三周

电影的视觉元素之一

景框，第六周

长镜头，第九周
场面调度

画内空间和画外空间，第十三周

节奏

声音，第十五周 《 东京物语》 的视听语言分析
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讲解和讨论相结合，适当运用多媒体资料。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论文 ２０％，期末视听短片 ７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蒙太奇思维

镜头组接之一

《 视听语言》 ，作者：陆绍阳。

《 电视画面研究》 ，作者：朱羽君；

《 英国影视制作基础教程》 ，作者：克里斯帕特·莫尔；

《 认识电影》 ，作者：路易斯贾内梯；《 电影电视画面》 ，作者：彼得·沃德。
课程中文名称

视频编辑

课程英文名称

Ｖｉｄｅｏ Ｅｄ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课程中文简介

通过本课可以了解视音频非线性编辑的基本概念、基本流程、剪辑方法、特效

合成和输出，熟悉在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Ｓｔｕｄｉｏ 中的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 ＦＣＰ ） ，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ＤＶＤ Ｓｔｕｄｉｏ Ｐｒｏ 等常用非线性编辑软件基本操作流程。 了解视音频设备的接
口与性能，掌握视频素材上载、视频剪辑、声音特效、字幕特效、色彩校正、包装
合成，视频输出等实践操作的技能。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ｎｇ，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Ｓｔｕｄｉｏ：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 ＦＣＰ） ，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ＤＶＤ Ｓｔｕｄｉｏ Ｐｒ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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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ｔｅｒ ｕｐｌｏａｄ ｖｉｄｅｏ ｃｌｉｐｓ， ｖｉｄｅｏ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ｕｂｔｉｔ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ｖｉｄｅｏ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教学基本目的

了解视音频非线性编辑的基本概念、基本流程、剪辑方法、特效合成和输出，熟
悉在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Ｓｔｕｄｉｏ 中的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ＦＣＰ）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ＤＶＤ Ｓｔｕｄｉｏ Ｐｒｏ 等
常用非线性编辑软件基本操作流程。 了解视音频设备的接口与性能，掌握视
频素材上载、视频剪辑、声音特效、字幕特效、色彩校正、包装合成，视频输出等
实践操作的技能。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影视语言的语法知识

２． ＦＣＰ 非线编辑软硬件环境介绍（ ｉＭａｃ 及 Ｍａｃ ＯＳ Ｘ）

３． 视频基础知识及视音频信号接口，４． ＦＣＰ 环境配置及用户界面
５． 粗剪编辑，６． 优化编辑，７． 视频特效，８． 音频编辑，９． 字幕运用
１０． 运动及转场，１１． 上机实践：电影宣传片剪辑
１２． 素材采集与文件输入，１３． 视频文件输出

１４． 合成软件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和 ＤＶＤ Ｓｔｕｄｉｏ Ｐｒｏ 基本操作
教学方式

１５． 上机实践：完整视频剪辑流程实践，１６． 期末作业
１． 基础知识部分采用 Ｋｅｙｎｏｔｅ 演示。

２． 视频剪辑采用计算机屏幕共享或投影的方式教学。
３． 上机练习和剪辑教学同步进行。

４． 苹果机房提供课外练习以及完成剪辑作业的上机时间。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成绩（４０％） ＋期末作业（６０％） ＝ 期末成绩（１００％） ；
平时成绩 ＝ 考勤（１０％） ＋小作业（３０％） 。

《 苹果专业培训系列教材，＜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７＞ 》 ，作者：肖永亮等译。

《 Ｃｏｌｏｒ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Ｓｔｕｄｉｏ ２ 的校色与调色》 ，作者：［ 美］ 迈克尔·沃尔，大卫·格
罗斯。

课程中文名称

视频采访与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媒介与社会变迁、新闻理论、传播学理论、新媒体导论、视听语言、视频编辑

课程中文简介

视频采访和视频写作，是视频制作者最为重要的两项基本功，本课旨在使学生
们掌握视频传播的内在规律，系统认知视频采写的特殊性，以避短而扬长，实
现视频传播的最终目的，为其日后进行一线实践或学术研究同时提供理论训
练和实务经验。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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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简介

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ｗｏ ｂａｓ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ａｗｓ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ｄｅｏ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ｙ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ｂｅｓｔ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ｏｎｔ －
ｌｉｎｅ ｗｏｒｋ 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视频采写的课堂研习，同时经由视频采写的课外动手实践，使选课学生掌
握完善的相关理论，具备实际操作的基本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第 ０１ 讲：视频采访的独特性

与其他媒介的采访事务相比，视频采访更加复杂，牵扯的元素更多，具有极大
的独特性。 只有了解这些独特属性，才能更好地认知与视频采访相关的其他
问题。
除了课堂讲授，在本讲中，要给选课学生布置课外视频采写任务，以便最后四
讲做一一讲评。

第二周第 ０２ 讲：视频采访的诸种方式

其他媒介的采访，基本上只有一两种方式，但视频采访方式多达近十种，采用
不同的方式会获得不同的效果。 全面了解这些方式，便于在实践中准确选择
最适合的类型，出色地完成任务。

第三周第 ０３ 讲：视频采访记者的基本素质

其他媒介的采访记者，在传媒作品是虚隐的，而视频采访记者中的一部分必须
出镜，成为视觉中介，因而其基本素质会受到格外关注和严酷考验。 先知这些
道理，可以避免实际工作中的失误，更好地完善自己。
第四周第 ０４ 讲：视频采访有效性的指标

视频记录作为信息失真度最弱的方式，它需要视听材料的过程呈现，为了适应
受众的需求，焕发其兴趣，缓解其收看疲劳，视频采访获取的素材必须设定特
殊指标，以杜绝对于受众来说基本无用的部分。 懂得这些道理就不会在工作
中做无用功。

第五周第 ０５ 讲：视频采访的先期谋划

由于视频采访远远复杂于其他媒介的采访，摄录时间又受到天气、光线、电池
等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必须提前做出更加细致明确的预案，避免把摄录采访与
前期预采混为一谈。 方案质量直接决定着摄录质量。
第六周第 ０６ 讲：视频专访与视频群访

采访本是传媒事业的基础环节，采访所获，一般是为各种类型的传媒产品提供
必须的信息。 但视频采访不光是为各类视频产品提供素材，它本身还构造出
了两大类节目模型，一是专访节目，二是群访节目，这是视频传媒平台出现率
很高的两大节目品种。 因此，了解这两类节目模型，应该是未来从事视频工作
的人的常识。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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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第 ０７ 讲：视频传播的弱势优势与视频写作

视频传播具有很多优势，但也必然具有劣势，只有了解这些优势和劣势，才能
在视频写作中扬长而避短。

第八周第 ０８ 讲：开场设计和写作角度

视频观看基本依时间流向的一维线发展，因此每段视频的开端都非常重要，它
会奠定整个视频的基调。 而视频开篇设计，多半由制作者的写作角度确立，所
以学习开篇设计必须首先研习写作角度的相关常识。
第九周第 １２ 讲：旁白与视听资料的协调性

旁白写作，注意视听资料的协调性，这是视频制作的基本功。
第十周第 １３ 讲：隐喻与褒贬

这是视频写作的高级部分，力图学会使用隐喻的笔法和技巧，并以适度的爱憎
去完成视频作品的褒贬。

第十一周第 １４ 讲：视频写作的抒情表达

这是视频写作的高级部分，目的是，让学生们在巩固清晰表意的基础上，掌握
视频作品的几种常用的抒情手段。

第十二周第 １５ 讲：世界观的有效体现

这是视频写作的高级部分，属于传媒产品的价值提升环节，除了传达基本信
息，复述基本事实，完成客观评论，还要蕴涵着世界观，且让它有效地体现出
来。 这是视频写作的最高境界，掌握其原理，便于向下把握相关的其他写作要
素。
第十三周至第十六周
一一讲评选课学生的课外视频采写作品。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占四分之三的比例，大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资料，随堂问答互动。
临时安排一次课外观摩。
开课之初，选课学生四人一组，利用课外时间共同合作，完成一个视频采写作
品。 学期中四分之一的课程将围绕这些作品，进行制作群体汇报、所有选课学
生共同讨论、教师最终讲评。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学生四人一组，共同提供一个视频采写作品，并分别提交一份自己参与
作品制作的心得汇报。 作品占总成绩 ６０％，报告占总成绩 ４０％。 另外，课堂讲
授时点名提问，回答杰出的总成绩加 ３ 分，回答一般化的不加不减，缺课者总

教材

成绩扣除 ５ 分。

《 电视采访与写作》 ，沈慧萍和彭华
《 电视采访与写作》 ，赵淑萍

参考资料

《 电视采访学》 ，雷蔚真和朱羽君
《 电视写作教程》 ，姚治兰
《 新闻报道与写作》 ，门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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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口语传播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立足于口语传播，重点将对口语传播的基础理论、历史、类别、技巧做全
面梳理与介绍，并选择中外优秀节目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将理论授课、案例
观摩与实践训练紧密结合，以期提高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对口语传播有全面
的理性认知和基本的实践能力，拓宽理论视野，增强综合素质。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ｏｐ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ｏｓ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一、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希望学生对口语传播与节目主持行业有全面的
理性认知，并拓宽理论视野。 二、 通过中外优秀案例分析，希望提高学生对各
类型电视节目的创作与评论能力，增强综合素质。 三、通过对口语传播与主持
技巧训练，提升学生对节目主持的实践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口语传播概论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口语传播简史
第三周 囗语传播的分类与技巧解析
第四周 囗语传播的基本功：描述与渲染
第五周 囗语传播的基本功：评论与辩驳
第六周 概论：节目主持发展的历程、经典和前沿
第七周 新闻节目主持
第八周 访谈节目主持
第九周 综艺节目主持
第十周 新媒体与自媒体的主持转型
第十一周 中外案例分析（ 上）
第十二周 中外案例分析（ 中）
第十三周 中外案例分析（ 下）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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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周 节目主持创作与实践 （ 上）
第十五周 节目主持创作与实践 （ 中）
第十六周 节目主持创作与实践（ 下）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理论授课、案例观摩讨论与主持训练相结合作为主要的讲学方式，其
中课堂讲授约占 ６０％，观摩讨论、实践占 ４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程考试与平时成绩共同组成。 课程考试为期末开卷考试，４０％；日常出勤、
期中论文、课堂讨论与实践成绩 ６０％。
无

《 口语传播》 ，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著；

《 沟通的艺术》 ，（ 美） 罗伯特·Ｂ·阿德勒，拉赛尔·Ｆ·普罗科特 著；
《 当众讲话的艺术》 ，（ 美） 约翰·哈斯林；

《 演讲的艺术》 ，（ 美） 斯蒂文·Ｅ·卢卡斯；

《 ＴＥＤ 演讲的秘密》 ，（ 美） 杰瑞米·多诺万；
《 节目主持人通论》 （ 修订版） ，俞虹；

《 主持人即兴口语训练》 ，应天常，王婷 著；

《 口才训练十五讲》 ，孙海燕，刘伯奎，编著；
《 主持人思维与表达》 ，王彪 著。
课程中文名称

影视制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本课主要讲授影视制作理念和方法，面向视频剪辑实操，但不培训剪辑软件的

先修课程

使用。 选课同学应选修过“ 视频编辑” 课程，能熟练掌握 Ａｖｉ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ｏｓｅｒ、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Ａｄｏｂｅ Ｐｒｅｍｉｅｒｅ ｐｒｏ 等至少一种主流非线编辑软件，才能选修本
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优秀的影视作品离不开三个基本的元素：社会学的、诗的和技术的。 社会学着
眼于影视作品的艺术价值，技术则探讨影视内容的实现手段，这两个领域的课
程和书籍都不少，大家也较为熟悉。 唯独介于两者之间———诗的，也就是关于
剪辑艺术的，讨论则很少，课程也不多。 本人开“ 视频编辑” 方面的课程已有
十余年了，深知即便有了趁手的剪辑工具，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如何剪辑。 这就
好比会用 Ｗｏｒｄ，加上一本好字典，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文学大家。

这是一门关于影视制作方面的基础课，介绍剪辑基本的思路、方法和流

程，总结一些制作的经验和技巧，给初学者学习和借鉴，帮助他们提高剪辑的
效率，少走一些弯路。 课程共有四个模块。 第一模块是认识剪辑的基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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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镜头，包括镜头的景别、角度、视点和长度，它是影视制作的基本单位，
为着手视频剪辑作知识准备。 第二模块是镜头组接，包括镜头剪辑、方向匹
配、片段组接和转场过渡，这是影视制作的基本实践，介绍了镜头组接的一般
规律，如何运用镜头进行叙事和表现。 在第二模块过程中间穿插第三模块，是
关于影视前期拍摄实践的，介绍摄像机的操作方法、拍摄要点和注意事项。 第
四模块是段落剪辑，包括运动剪辑、声音剪辑、类型剪辑和蒙太奇剪辑，其中的
类型剪辑概括地总结了喜剧、惊悚、情色和歌舞几种典型场景的制作技巧。 这
部分内容即关注影视内容的层次结构，又着眼于影视作品的艺术表现。
需要强调的是，“ 影视制作” 课并不教非线编辑软件的操作，需要同学们

提前选修“ 视频编辑” 等课程，熟练掌握 Ａｖｉ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等
主流非线编辑软件之后，再来选修这门课。 “ 影视剪辑” 定位就是衔接影视艺
术和影视技术的中间环节，系统、全面和分层次地介绍了影视制作普遍逻辑和
一般规律，归纳总结了剪辑师的剪辑理念、操作思路和行业经验，适合没有多
少影视制作经验的初学者学习。
课程英文简介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ａｒｅ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ｖｉｄｅｏ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ｙ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ｔｉｌｌ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ｍ． Ｉｔ’ ｓ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ｇｏｏ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ｏｅｓｎ ’ ｔ 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ａ
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ｅｕ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ｌｅｓｓ
ｍｉｓ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ｍｏｄ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ｉｔ ｏｆ ａ ｓｈ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ａｎｇｌｅ，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ｓ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ｓｈｏ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ｈ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ｒ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ｎｏ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ｉｌ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ｓ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ｓｏｕｎｄ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ａｇｅ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ｃｌｉｐ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ｃｅｎ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ｅｄｙ， ｔｈｒｉｌｌｅｒ， ｅ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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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ｉｓ ｔｈｉｓ “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ＡＢＣ ｏｆ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ｒ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ｎｒｏｌｌ ｉｎｔｏ

“ Ｖｉｄｅｏ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Ａｖｉ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ｏｓｅｒ，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ｕｍｍ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ｄｉｔ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在熟练掌握影视剪辑软件工具的前提下，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影视制
作基本的思路、方法和流程，学会以声音和影像的形式进行叙事和表达。 使学
生能够掌握镜头组接的一般规律，学会用镜头进行叙事，懂得内容层次构建，
完善作品艺术表现，并通过影视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大量实践，丰富剪辑知
识，总结剪辑技巧，积累剪辑经验。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

镜头的景别

第二周

镜头的角度

第三周

镜头视点

第四周

镜头的时长

第五周

镜头剪辑

第六周

方向匹配

第七周

前期拍摄实操

第八周

镜头组接

１．镜头的概念；２．镜头的景别；３．景别的划分；４．景别的运用。
１．平视角度；２．垂直角度；３．倾斜角度。
１．客观镜头；２．主观镜头；３．半主观镜头；４．三镜头法则。
１．“ 长” 或“ 短” 的区别；２．重复；３．慢镜头；４．定格；５．快进。
１．连贯；２．匹配；３．极差；４．跳接；５．闪屏。
１．轴线；２．越轴；３．轴线与机位；４．合理越轴。
１．前期拍摄要点和注意事项；２．松下 ＡＪ －ＰＸ２９８ＭＣ 摄像机操作。
１．景人转换；２．主角确定；３．镜头叙事；４．分剪镜头；５．角度选择；６．景别变换；７．
空间控制。
第九周

转场过渡（ 无技巧转场）

１．出入画转场；２．主观镜头转场；３． 声音转场；４． 相似体转场；５． 特写转场；６． 定
格；７．闪念。
第十周

转场过渡（ 技巧转场）

１．切入切出；２．淡入淡出；３．划入划出；４．化出化入；５．叠画转场；６．虚化镜头；７．
倒放转场。
第十一周

运动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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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运动的连贯；２．运动的交叉；３．运动的转折；４．运动剪接点；５．运动的节奏。
第十二周

声音剪辑

第十三周

类型剪辑

第十四周

蒙太奇剪辑（ 叙事蒙太奇剪辑）

第十五周

蒙太奇剪辑（ 表现蒙太奇剪辑）

第十六周

作业点评。

１．早期有声电影；２．对白的剪接；３．音乐的剪接；４．音响的剪接。
１．喜剧；２．惊悚；３．情色；４．歌舞。

１．蒙太奇起源；２．现代蒙太奇；３．叙事蒙太奇剪辑。
１．对比蒙太奇；２．心理蒙太奇；３．联想蒙太奇。
教学方式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理论部分采用 ＰＰＴ 的形式课堂讲授，并结合
影视作品案例强化对剪辑理论的理解。 实践部分要求学生自主选择剧本、场
景和演员，使用教学实验中心提供的摄像机进行前期拍摄，在非线编辑实验室
剪辑自己的影视短片。 短片作业提交后，老师在课上点评。 理论部分为十四
次课。 实践部分主要是课后作业的形式，由学生自主完成，课上只安排一次影
视前期拍摄培训，一次期末作业点评。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占 １０％，期中作业占 ３０％，期末作业占 ６０％。 平时成考核出勤、教学
平台 ｗｉｋｉ 上的参与、提问与答疑情况等。 期中作业是利用老师指定的素材剪
辑一个视频短片或者提交一个指定影视作品的剪辑分析。 期末作业是学生拍
摄和剪辑短片，根据作品剪辑的完成情况评分。

教材
参考资料

《 影视剪辑》 ，作者：严富昌。

《电影语言的语法》 ，作者：丹尼艾尔·阿里洪；《 看不见的剪辑》 ，作者：鲍比·
奥斯廷；《 视听语言》 ，作者：陆绍阳；《 电影蒙太奇概论》 ，作者：邓烛非；《 电影
剪辑技巧》 ，作者：卡雷尔·赖兹、盖文·米勒；《 影视剪辑》 ，作者：聂欣如。

课程中文名称

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ｉｌ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核心专业课程，本课程的内容和任务主要是让学生了
解纪录片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流派，认识专题片与纪录片的关系，从创作者的角
度学习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实现手法，在作品赏析与讨论中了解纪录片的创
意、拍摄和剪辑的基本策略。
同时，本课程重视实践性，要求三个学生一个小组在学期末共同完成一部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５１１

纪录片，时间长度不低于 ３０ 分钟。 由于课堂计划训练时数有限，该纪录片主
要由学生课后利用业余时间创作。 实验主要训练学生对专题片和纪录片创作
思维的认知、选题与策划技巧、拍摄与制作技能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ｓ ａ ｋｅ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ｉｍｓ ｔｏ ｌ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ｖｉｔｅ ｆｉｒｓｔ － ｃｌａｓ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ｅ － ｔｏ － ｆａｃ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ｈａｌｆ －
ｈｏｕｒ －ｌｏ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ｂａｓ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教学基本目的

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核心专业课程，本课程的内容和任务主要是让学生了
解纪录片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流派，认识专题片与纪录片的关系，从创作者的角
度学习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实现手法，在作品赏析与讨论中了解纪录片的创
意、拍摄和剪辑的基本策略。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什么是纪录片，蒙太奇理论、长镜头理论与纪录片

应学时分配

纪录片定义、基本特点、分类、价值等。 什么是蒙太奇理论和长镜头理论，其各
自特点与区别，两种理论对纪录片的影响。
第二讲：摄影构图
主要内容：摄影构图的基础、方法及在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中的运用。 照相机
和摄像机的实战练习。

第三 ～ 六讲：纪录片的历史：电影篇

主要内容：介绍纪录电影的发展历史和重要导演、重点作品讲评。
第七、八讲：纪录片的历史：电视篇
主要内容：介绍电视纪录片的历史、风格变化、重要导演和重点作品讲评。
第九、十讲：纪录片拍摄、解说词写作和编辑
主要内容：纪录片的预算、前期准备、拍摄组织、采访技巧等拍摄流程和实战训
练。 如何利用自然光拍摄、灯光布置、色温调节等灯光技术的实战。 进行相关
练习。 纪录片解说词的特点、写作技巧和注意事项，进行相关练习。
纪录片编辑的设备、非线性编辑基础、编辑技巧和音效、音乐、字幕等在纪录片
中的运用，进行电脑编辑实战训练。
在上述十讲中，均安排学生做拍摄和编辑等练习和作业讲评，让学生从第一节
课开始，准备拍摄一部纪录片，中间穿插八场与纪录片导演的对话交流，共成
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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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课堂讲授 ６０％，放映片子 ３０％，讨论训练 １０％。

平时成绩 １０％，期中成绩 ３０％，期末成绩 ６０％。 平时成绩由出勤、课堂讨论成
绩、小测验成绩等构成；期中成绩为纪录片影评；期末成绩为纪录片创作。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广告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传播学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 广告学概论” 是广告专业的基础课。 课程的意图是希望介绍和探讨广告业
的发展过程、整体概貌和未来趋势，为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 课程会
结合案例，通过对不同阶段广告业的发展模式、广告类服务公司的服务模式、
经营模式的研究，帮助同学逐渐形成对广告类问题的整体的分析框架和思考
方法。
课程特别强调对中国环境中广告业发展的分析，以及对互联网带来的挑
战和变化的分析，以希望能够使课程学习更好地贴近广告业发展的实际。 在
课程中，会安排行业专家参与授课以及广告服务类公司的参观考察，希望加强
同学对广告操作过程中了解和认识，弥补理论学习的不足。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广告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了解广告业的发展过程，及
广告操作的流程，并探讨广告业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为将来的进一步学
习和研究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 绪论，第二周 广告的发展过程 －广告及广告业是如何出现的
第三周 产品促销阶段的广告，第四周 品牌及创意时期的广告
第五周 广告与整合营销传播，第六周 广告业的结构

第七周 广告诉求的基础———需要，第八周 广告诉求的心理策略（１）
第九周 广告诉求的心理策略（２） ，第十周 广告创意的心理策略（１）
第十一周 广告创意的心理策略方法（２）
第十二周 广告创意的心理策略方法（３）

第十三周 媒体计划于记忆策略（１） ，第十四周 媒体计划于记忆策略（２）
第十五周 广告心理效果的调查，第十六周 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讲解和讨论相结合，适当运用多媒体资料。

新闻与传播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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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 课堂参与及课后作业）４０％，闭卷考试 ６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广告心理》 ，作者：仁科贞文；《 广告的心理原理》 ，作者：杨中芳；
《 广告心理学：理论与应用》 ，作者：马谋超。

课程中文名称

中外广告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中外广告史课程是广告专业必修课。 其中，中国部分课程分古代、现代、当代
三个板块，系统讲授中国自古至今广告发展演变的历史。 课程重点内容为广
告活动及广告思想在中国的古今之变，晚清以来西方广告理念的传入与现代
广告代理制的建立，早期中国广告的图像变迁，广告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文
化的演进等。 本课程对中国古代广告部分仅作概要性讲述，而将重点放在民
国广告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广告这两个重要的时间段，从而强化历史研究与当
下广告产业发展的现实关联。 外国部分课程分世界古代广告、美国现代广告、
欧洲现代广告、日本现代广告三个板块，系统讲授全世界范围内自古至今广告
发展演变的历史。 课程重点内容为广告活动及广告思想的古今之变，现代广
告理念的诞生与广告代理制的建立，早期世界广告的图像变迁，广告与社会变
迁和文化演进等。 本课程对古代广告部分仅作概要性讲述，而将重点放在启
蒙运动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广告的发展与各国广告业比较这两个重要的时间
段，从而强化历史研究与当下广告产业发展的现实关联。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ｒｔ 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ｏｆ 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Ｂ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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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ｎｃ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１、课程将结合大量图像、视频资料讲授，呈现近千年来世界广告发展变迁的基
本概况； ２、将世界广告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使学生在关注广告本体
演进的过程中注意到广告与整体社会文化思潮的联系； ３、引导学生从历史线
索中提炼规律、总结经验，洋为中用，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更好地把握当下中
国广告产业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论

第一讲：广告研究的学术源头与学科定位———广告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联

１、心理学、经济学与早期广告研究的发生
２、早期新闻学、艺术学视角中的现代广告

３、围绕广告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升级问题的讨论

第二讲：民国广告研究与广告教育———早期中国广告学术的资源与平台

１、“ 广告” 在中国的诞生

２、“ 广告学” 在中国的历史出场
３、民国广告研究与教育的分布

第三讲：“ 广告” 如何“ 历史” ？ ———广告史研究的分期、史料及研究方法

１、中国古代有没有“ 广告” ？

２、西方广告意识的起源与发展

３、广告史研究中的物质史料与图像史料
４、广告史研究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
中国广告史部分

第四讲：都市文化、视觉现代性与“ 月份牌画” ———广告文化研究的进路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１９３０ － １９４５》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陈刚《 穿越现代性的苦难》 ，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１

彭丽君《 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３
第五讲：政治、外贸、商业美术———５０ － ７０ 年代的中国广告

黄升民《 中国广告活动实证分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
卿婧《 未曾空白的历史》 ，北京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８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５１５

庞薰琴《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第六讲：为广告正名———８０ 年代的中国广告

余虹、邓正强《 中国当代广告史》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０
陈刚主编《 当代中国广告史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１》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姜弘《 广告人生》 ，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

第七讲：从制度到市场———９０ 年代的中国广告
王瑾《 品牌新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姜弘、唐忠朴《 当代北京广告史》 ，中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０７

现代广告杂志社《 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
第八讲：中国广告视觉传播方式的变迁———广告与平面设计 ３０ 年
祝帅《 设计观点》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

李徳庚、蒋华《 平面设计死了吗》 ，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关山月美术馆《２０ 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图集》 ，广西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２
第九讲：台湾现代广告业的发展历程

林品章《 台湾近代视觉传达设计的变迁》 ，台北全华科技图书公司，２００３
郑自隆《 广告与台湾社会变迁》 ，台北：华泰文化，２００８

林呈绿等《 台湾广告 ５０ 年：２３ 个关键时间点》 ，台北市广告公会，２００９
外国广告史部分

第十讲：现代广告业的起源———产品推销与美国广告文化的滥觞
霍普金斯《 我的广告生涯·科学的广告》 ，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

马丁·迈耶《 麦迪逊大道———不可思议的美国广告业和广告人》 ，海南出版
社，１９９９

威雅《 颠覆广告———麦迪逊大街美国广告业发家的历程》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无出版年

朱利安·西沃卡《 肥皂剧、性和香烟》 ，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杰克逊·李尔斯《 丰裕的寓言》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第十一讲：奥格威、伯恩巴克、李奥贝纳———广告大师与创意革命

大卫·奥格威《 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 未公诸于世的选集》 、《 大卫·奥格威自
传》 ，多种版本

丹·海金司《 广告写作艺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一名《 广告文案名人
堂》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汤·狄龙《 怎样创作广告》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乔治·路易斯《 蔚蓝诡计》 ，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
萨奇兄弟《 残酷极简思维》 ，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３

第十二讲：现代主义、包豪斯及以后———广告的视觉传播变迁
弗兰克·惠特福德《 包豪斯》 ，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彼得·多默《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设计》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斯蒂芬·贝利，菲利普·加纳《２０ 世纪风格与设计》 ，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田中一光《 设计的觉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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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电通、鬼十则与广告的社会环境———日本广告专题
柴田明彦《 电通鬼十则》 ，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

仁科贞文《 广告心理》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小林太三郎《 新型广告》 ，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６

山本武利《 广告的社会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第十四讲：从品牌定位到整合营销传播———二十世纪末营销理论再审视
艾·里斯《 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丹·舒尔茨《 广告运动策略新论（ 上、下）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唐·舒尔茨《 整合行销传播》 ，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８

汤姆·邓肯、桑德拉·莫里亚蒂《 品牌至尊》 ，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７

第十五讲：新媒体、创意产业与创意传播管理———广告业的未来之路
陈刚等《 新媒体与广告》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约翰·哈特利《 创意产业读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陈刚等《 创意传播管理》 ，中国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讨论答疑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小论文（３０％） ，期末闭卷考试（７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广告史教程》 ，祝帅

《 当代中国广告史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１》 ，陈刚
《 设计观点》 ，祝帅
《 广告人生》 ，姜弘

《 我的广告生涯·科学的广告》 ，霍普金斯
《 广告文案名人堂》 ，奥格威等
《 中国广告学术史论》 ，祝帅
课程中文名称

市场调查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ｒｖｅｙ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课程中文简介

暂无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介绍市场调查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使学生能够运用市场调查的基本方法
研究实际问题。

新闻与传播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消费者研究，第二周

应学时分配

第四周

市场细分与定位研究，第五周

第七周

满意度研究，第八周

品牌研究，第九周

第十周

广告研究，第十一周

商圈研究，第十二周

投射实验一，第三周

第十三周

单一来源研究，第十四周

第十六周

媒介研究

投射实验二

产品研究，第六周

渠道研究

监测研究，第十五周

课堂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课堂参与及课后作业）３０％，期末考试 ７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社会调查方法教程》 ，作者：袁方，王汉生；

价格测试

需求研究

教学方式

办法

５１７

零售研究

《 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 ，作者：柯惠新，黄京华，沈浩；

《 广告效果研究》 ，作者：樊志育；《 市场调查》 ，作者：樊志育；
《 市场调研：点铁成金》 ，作者：拉里·伯西。
课程中文名称

广告媒体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系统介绍广告媒体的基础知识和策略规划方法，同时联系产业实际，介绍广告
媒体行业的发展状况和运作模式。 使同学们能够对广告媒体发展进行独立观
察和分析，能够模拟进行广告媒体的策略规划。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教学基本目的

系统介绍广告媒体的基础知识和策略规划方法，同时联系产业实际，介绍广告
媒体行业的发展状况和运作模式。 使同学们能够对广告媒体发展进行独立观
察和分析，能够模拟进行广告媒体的策略规划。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广告媒体导论，第二周 广告媒体的发展与类型

应学时分配

第三周 受众媒体接触与广告接触，第四周 广告媒体策略环境分析（１）
第五周 广告媒体策略环境分析（２） ，第六周 媒介测量与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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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 广告媒体策略（１） ：目标策略与受众策略
第八周 广告媒体策略（２） ：区域策略与时间策略
第九周 广告媒体策略（３） ：媒体选择与组合策略
第十周 广告媒体策略（４） ：排期、预算与购买

第十一周 媒体广告经营，第十二周 媒介购买公司
第十三周 电视广告，第十四周 网络广告
第十五周 传播环境与传播理念的变化趋势，第十六周 作业发表与讲评
教学方式

基础知识和行业、案例相结合，教师讲解和学生讨论、发表相结合，适当运用多
媒体资料。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平时成绩 ４０％，期末作业 ６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 广告媒体研究》 ，作者：陈俊良；《 实力主张》 ，作者：李志恒；
《 广告媒体策划》 ，作者：［ 美］ 杰克·西瑟斯，罗杰·巴隆；

《 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 ，作者：黄升民，丁俊杰；
《 电视广告经营》 ，作者：夏洪波，洪艳；

《 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 ，作者：［ 美］ 约瑟夫·塔洛；
《 新媒体与广告》 ，作者：陈刚。
课程中文名称

广告策划与创意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外广告史

课程中文简介

《 广告策划与创意》 是广告学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 教师将结合每学年开
课听课对象的专业特点及课时进行编排设计，约 ７ ～ ８ 次左右的大课讲授理论
内容，课后布置练习题，其余课时安排分小组练习并由教师指导讲评。 课程采
用多媒体形式讲授，引导学生结合中国当代广告创意所面临的独特语境，对创
意在广告策划中的地位和意义、广告业与创意产业的关系、创意思维及其表达
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型的思考。

具体内容包括：１． “ 创意” 是可以教、可以训练的吗？ （ 将带学生了解国内外设

计院校“ 创意” 课程是怎样教的，让学生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２．广告策划与创
意在当代广告策略中的位置（ 中国平面设计和中国广告发展状况为何？ “ 创

意” 的应用和研究，在平面设计和广告学中各有何不同？ 介绍相关理论并思考
讨论）３．本土创意资源的选择与应用（ 结合中外当代广告的创意实践，思考“ 中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５１９

国元素” 的创意表现问题，并以几种本土资源为例，介绍对创意的本土化应用
问题进行的实践尝试）
课程英文简介

Ａｄｖｅｒｔｓ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 广告策划与创意》 是广告学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 教师将结合每学年开
课听课对象的专业特点及课时进行编排设计，约 ７ － ８ 次左右的大课讲授理论
内容，课后布置练习题，其余课时安排各小组练习并由教师指导讲评。 课程采
用多媒体形式讲授，引导学生结合中国当代广告创意所面临的独特语境，对创
意及文案在广告中的地位和意义、广告业与创意产业的关系、创意思维及其表
达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型的思考。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采取“ 单周讲授，双周评图” 的方式进行。 具体内容包括：１． “ 创意” 是
可以教、可以训练的吗？ （ 将带学生了解国内外设计院校“ 创意” 课程是怎样
教的，让学生自己来思考这个问题） ２． 创意与文案在当代广告策略中的位置
（ 中国平面设计和中国广告发展状况为何？ “ 创意” 的应用和研究，在平面设
计和广告学中各有何不同？ 介绍相关理论并思考讨论） ３． 本土创意资源的选

择与应用（ 结合中外当代广告的创意实践，思考“ 中国元素” 的创意表现问题，

并以几种本土资源为例，介绍对创意的本土化应用问题进行的实践尝试） 。 每
周具体执行计划分解如下（ 暂定） ：
第一讲：何为广告创意？
第二讲： 布置课题 ＋作业讲解

第三讲：广告史上的创意革命
第四讲： 评图 ＋作业辅导（ 一）
第五讲：包豪斯的创意教学
第六讲： 评图 ＋作业辅导（ 二）

第七讲：图形与创意（ 格式塔心理学）
第八讲： 评图 ＋作业辅导（ 三）
第九讲：广告创意与广告文案
第十讲：评图 ＋作业辅导（ 四）

第十一讲：创意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第十二讲：方案展示（ 一）
第十三讲：互联网时代的创意理念

５２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十四讲：方案展示（ 二）
第十五讲：创意产业与广告业的未来

教学方式

教师将结合每学年开课听课对象的专业特点及课时进行编排设计，约 ７ ～ ８ 次
左右的大课讲授理论内容，课后布置练习题，其余课时安排分小组练习并由教
师指导讲评。 课程采用多媒体形式讲授，引导学生结合中国当代广告创意所
面临的独特语境，对创意及文案在广告中的地位和意义、广告业与创意产业的
关系、创意思维及其表达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型的思考。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最终完成的作业形式为：通过绘制 ／ 打印装订 ／ 网页 ／ ＡＰＰ ／ 综合材料等任意形
式，展示的全部课堂练习和最终方案的作品集。 要求具有可读性，并参与展
示。 最终成绩评定方式为：日常参与及课堂草图讨论（４０％） ＋最终创意作品集
（６０％）

《 设计观点》 ，祝帅。

参考资料

《 中国文化与中国设计十讲》 ，祝帅。

课程中文名称

公共传播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新媒介赋权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公共空间中的博弈，影响着广告、公关业
的发展，这需要从公共表达、公共叙事以及公众舆论等方面了解传播的意义与
机制，也需要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权力关系以及情感表达所能形成的
力量进行深入探讨。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ｇ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ｏｕ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教学基本目的

以往开设公共关系，适应时代的需要，开设公共传播课程。

内容提要及相

１． 概论，２． 公益、公共性与公共利益

应学时分配

３． 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４． 日常生活的公共表达与行动
５． 公共叙事中的权力与权利，６． 公共叙事中的策略
７． 公共叙事中的行动，８． 公共叙事中联结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５２１

９． 讨论，１０． 慈善、公益与公益传播

１１． 公共事务的艺术表达，１２． 恐惧奇观中的情感力量
１３． 公众舆论与风险社会，１４． 人机互动中的想象

１５． 案例实操展示与分析 １，１６． 案例实操展示与分析 ２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 ６０ ～ ７０％，讨论、报告 ３０ ～ ４０％；

１． 考试要求：开卷；２． 上课出勤 １０ 分

３． 读书报告，两篇各 ２０ 分，共 ４０ 分；４． 期末案例实操与分析 ３０ ＋ ２０ 分；
《 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协同演进》 ，作者：师曾志，金锦萍；
《 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 ，作者：师曾志，胡泳等。

参考资料

《 公共关系：职业与实践》 ，作者：苏泽特·海曼，奥迪斯·巴斯金等；

《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作者：姚惠忠；《 公共关系学》 ，作者：居延安；
《 公关造势与技巧》 ，作者：［ 美］ 弗兰·Ｒ．迈特拉；

《 公关第一、 广告第二》 ，作者：［ 美］ 阿尔·里斯，劳拉·里斯；

《 有效的公共关系》 ，作者：［ 美］ 格伦·布鲁姆，艾伦·森特等；

《 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 ，作者：［ 英］ 迈克尔·雷吉斯特，朱蒂·拉尔金；
《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作者：臧国仁；
《 议题管理》 ，作者：吴宜蓁；《 卓越公关人》 ，作者：吴锦屏；

《 危机传播：公共关系与语艺观点的理论与实证》 ，作者：吴宜蓁。
课程中文名称

品牌研究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ｒ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广告学概论，社会调查，广告心理学

课程中文简介

使学生掌握品牌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了解品牌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
握研究品牌的基本方法，并能了解塑造和传播品牌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ｅ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使学生掌握品牌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了解品牌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
握研究品牌的基本方法，并能了解塑造和传播品牌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应学时分配

第三周
第五周
第七周

导论，第二周

品牌的产生和发展（１）

品牌的产生和发展（２） ，第四周
品牌研究的方法（１） ，第六周
品牌研究的方法（３） ，第八周

品牌的分类
品牌研究的方法（２）
品牌的识别系统（１）

５２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九周

品牌的识别系统（２） ，第十周

品牌战略

第十一周 品牌扩展（１） ，第十二周 品牌扩展（２）
第十三周 品牌资产（１） ，第十四周 品牌资产（２）
第十五周 品牌的传播，第十六周 课程总结
教学方式

讲解和讨论相结合，适当运用多媒体资料。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 课堂参与及课后作业）５０ 分，闭卷考试 ５０ 分。

办法
教材

《 战略品牌管理》 ，作者：Ｋｅｖｉｎ Ｌａｎｅ Ｋｅｌｌｅｒ；
《 品牌形象策划》 ，作者：何佳讯；

《 品牌传播学》 ，作者：余明阳，朱纪达，肖俊松。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创意传播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广告学概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新开课，主要内容是介绍和讨论互联网营销传播的新的理论方法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应用，并通过案例讨论等方法，让学生立足前沿，熟悉应用，加强操作能力的训
练。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在前期课程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关于互联网营销传播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并
熟悉操作流程和具体的执行应用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互联网的发展过程（３ 学时）

２． 互联网营销传播的历史与现状（３ 学时）

３． 整合营销传播与创意传播管理的理论（４ 学时）

４． 传播管理的技术与应用（８ 学时） ，５． 创意传播的方法与流程（１０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６． 案例分享与讨论（６ 学时） ，７． 参观考察（２ 学时）

课题讲授与案例研究为主，其中 ７０％为课堂讲授，３０％为考察、讨论和报告。
出勤 １０％，读书报告 ３０％，闭卷考试 ６０％。
《 创意传播管理》 ，作者：陈刚等。

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资料

５２３

《 整合营销传播：创造企业价值的五大关键步骤》 ，作者：舒尔茨；

《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作者：维克托·迈尔 －舍恩伯格；
《 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 ，作者：简·梵·迪克；
《 关键时刻营销》 ，作者：陈刚，李从衫。
课程中文名称

市场营销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暂无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市场营销原理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和现代管理理论基础上的应
用型理论课程。 它主要介绍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及营
销理论的新动向，并就广泛应用于各种组织的营销实践案例进行剖析，以从理
论与实际两方面使本课程的学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有关的市场营销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解、解决营销
问题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市场营销问题、解决市场营销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市场营销学绪论 ４ 学时；２、 战略规划与市场营销管理过程 ２ 学时；３、 市场
营销环境 ３ 学时；４、 消费者市场及其购买行为分析 ３ 学时；５、 组织市场及其
购买行为 ２ 学时；６、 目标市场战略 ２ 学时；７、 产品策略 ２ 学时；８、 品牌策略

２ 学时；９、定价策略 ２ 学时；１０、分销渠道策略 ２ 学时；１１、促销策略 ６ 学时；
教学方式

１２、市场营销组织、计划与控制 ２ 学时。

课堂讲授为主，采用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以提高教学效果。 通过案例课程的
安排以提高学生加深理解课堂知识，提高分析问题能力为目标，为后续的毕业
设计和相关设计打下基础。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成绩（ 含作业、案例分析报告、课堂提问、课下调查等） 占 ５０％；期末考试
占 ５０％，期末采用闭卷考试形式。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英语新闻阅读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ｗ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５２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没有先修课程要求。 热爱英语、喜欢新闻、愿意阅读英文报纸、收看收听英语
节目的本科生都可以选修。 贵在坚持读英语报纸。 《 中国日报》 的英语新闻
是个参考。 选课前同学可以先在线阅读《 中国日报》 ，基本能够看懂，再到课
堂上来接触《 中国日报》 和美国的其他主流大报及世界各国的主流英语大报

先修课程

就会有信心了。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

１． 旨在帮助学生熟悉和提高对美国主流大报的阅读，使学生对西方媒体

的报道和我国的英语新闻的报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２． 系统介绍英语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法，尤其是新闻媒体

中有其特定含义的词汇。
课程中文简介

以英语讲解为主，讨论课中英文双语进行。 使用自编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讲义，配合网

络资源上的当天的英语新闻， 如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ＣＧＴ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ＣＮ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ｅｔｃ．了解
国内外大事，熟悉英语新闻中的分类词汇和基本文体。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ｊｏ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ＬＡ Ｔｉｍｅ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ｅｔｃ． Ｓｏｍｅ
ｗｏｒｄ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ＮＮ， ＣＧＴ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ｄ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ＢＣ， ｅｔｃ．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ｏ． Ｔｏ ｋｎｏｗ ｗｈａｔ｀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ｒ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 ｆａｉｒ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教学基本目的

旨在帮助学生熟悉世界英文大报，提高学生阅读世界英文大报的能力，使学生
对西方媒体的报道和我国的英语媒体的报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系统介绍英
语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法，尤其是新闻媒体中有其特定含义的
词汇。 通过阅读在线英语报纸，能够直观地看到不同媒体，尤其中外媒体在报
道同一事件时的报道视角、信息源、报道重点、报道风格，乃至结论的异同。 在
全球化资讯发达的时代，提高学生们在面对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
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辩的反应能力。 通过课堂分
组实践，学习英语新闻报道的基本流程，完成双语新闻作品。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周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第二周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第三周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第四周 Ｈｏｌｉｄａｙ；第五周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第六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第 七 周 Ｇｕｅｓ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 第 八 周 Ｍｉｄ － ｔｅ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第 九 周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ｗｓ；第十周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ｗｓ；第十一周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ｓ

新闻与传播学院

５２５

第十 二 周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ｅｗｓ； 第 十 三 周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 第 十 四 周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第十五周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第十六周 Ｆｉｎａｌｓ；∗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ｌａｎ ｉ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教学方式

以中英讲解为主。 使用自编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讲义。 配合网络资源上的当天的英语

新 闻， 如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ＣＧＴ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ＣＮＮ， ｅｔｃ．了解国内外大事，熟悉英语新闻中的分类词汇和基
本文体。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出勤 １０％ ；课堂参与 ２０％；期中作业 ３０％ ；期末测验 ４０％。

教材

自编讲义，作者：何姝。

参考资料

《 新闻英 语 写 作》 ， 作 者： 马 建 国 马 桂 花； 《 走 进 英 国 大 报》 ， 作 者： 唐 亚 明；
《 ＭＬＡ 文体 手 册 和 学 术 出 版 指 南》 ， 作 者： 约 瑟 夫 吉 鲍 尔 迪 著， 沈 弘、 何 姝

（ 译） ；《 走近美国大报》 ，作者：辜晓进；《 中西新闻写作比较》 ，作者：姚里军；
《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 ，作者： 沃尔特福克斯； 《 纽约时报的风格》 ，作
者：李子坚；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作者：Ｍｅｌｖｉｎ Ｍｅｎｃｈｅｒ．
课程中文名称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Ｖ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在此课程前，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流程已比较熟悉，掌握基本的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技术和技巧，能熟练使用相关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设备和软件。

课程中文简介

此课程面向新闻传播学院广电专业学生。 对新闻、深度报道、新闻评论及分
析、纪录片、宣传片、剧情片（ 微电影） 等类型广电节目作深入地欣赏、分析，通
过分组分别完成不同类型电视节目的制作，进一步提高广电节目策划与制作
的水平。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ａｃｅ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ｓ． Ｂｙ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Ｖ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ｔｒａｉｌｏｒｓ， ｐｌｏｔ
ｍｏｖｉｅｓ ｏｒ ｍｉｃｒｏ ｆｉｌｍ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Ｖ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５２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不同类型广电节目的制作实践，提高学生的策划水平、更加熟练地掌握相
关技术、更好地实现创意、提升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全局的把控能力，作品初步
达到专业电视台播出的水平，部分同学达到国内各类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中
获奖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广电新闻节目优秀作品欣赏与评析（２ 学时） ；新闻节目制作（４ 学时） ；点评（２
学时） 。

广电新闻评论及深度报道优秀节目欣赏与评析（２ 学时） ；新闻评论及深度报
道节目制作（４ 学时；） 点评（２ 学时） 。

优秀纪录片欣赏与评析（２ 学时） ；纪录片创作（ ４ 学时） ；讲座（ ２ 学时） ；点评
（２ 学时） 。

优秀宣传片欣赏与评析（２ 学时） ；优秀微电影（ 剧情片） 欣赏与评析（２ 学时） 。
期末作业制作（４ 学时） 。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作业点评（２ 学时） 。

课堂讲授、讨论、课堂报告与发言、制作实践。
出勤与课堂发言 ２０％；平时作业 ５０％；期末作业 ３０％。

教材

自编讲义。

参考资料

暂无

经 济 学 院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经济思想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人类文明起源以来中国历代先贤对“ 资源有限
而人欲无穷” 之间矛盾的记录和思考。 主要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经济思想、自秦
汉直至晚清各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和相关人物经济思想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ｐｒｅ －Ｑｉｎ （ ｔｏ ２２１ＢＣ）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２１ＢＣ － ２２０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ｅｒａ（１８４０ － １９１２） ．

教学基本目的

一是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观念与智慧，不忘根本；二是通古今之
变，立足国情，深化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三是通中外之变，比较西方
经济思想演变历程，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异同。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导论

应学时分配

第二讲 儒家经济思想
第三讲 道家与法家经济思想
第四讲 墨家与商家经济思想

第五讲 两汉经济思想———重农思想与汉初经济政策
第六讲 两汉经济思想———轻重论与善因论

第七讲 两汉经济思想———盐铁会议和汉代均平思想
第八讲 魏晋经济思想———货币与乌托邦

第九讲 隋唐经济思想———均田制和市民商业文化的兴起
第十讲 两宋经济思想———变法与改革

第十一讲 两宋经济思想———纸币思想与货币政策
第十二讲 元明经济思想———商路与账簿
第十三讲 清代经济思想———开放与保守

第十四讲 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努力
第十五讲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和写作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论文。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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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 ７０％，期末论文及上课考勤占总成绩 ３０％。
《 中国经济思想史教程》 ，作者：石世奇，郑学益。

《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作者：赵靖；《 先秦经济思想史》 ，作者：巫宝三；
《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作者：胡寄窗。

课程中文名称

外国经济思想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为主线，着重介绍和评价西方国家自
重商时代开始到凯恩斯之前具有代表性或居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或学说产生
的历史背景、主要特点、基本内容，以及它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阐明经济
思想或经济理论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趋势。 本课程包括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古
典经济学时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三大部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ｒ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ｔ Ｅｒａ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Ｋｅｙ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ｌａｙ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ｐ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本源，了解其发展脉络，掌握其
方法，展望其发展前景。 主要目的有三个：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和发
展的阶段和基本脉络；掌握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各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
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经济思想观察、分析和解
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 探求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和政
策。

内容提要及相

导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西方最早流行的经济思潮———重商主义（２ 学时）
古典经济学先驱者的经济思想（４ 学时）
法国重农学派（２ 学时）

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４ 学时）

经济学院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完成者———大卫·李嘉图（２ 学时）
马尔萨斯和萨伊的经济思想（２ 学时）
古典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４ 学时）

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德国历史学派（２ 学时）
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１ 学时）
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１ 学时）

第十一章

奥地利学派（２ 学时）

第十二章

数理经济学派（２ 学时）

第十三章

边际生产力分配学说（２ 学时）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２ 学时）
美国制度学派（２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小组讨论、课堂报告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学期论文 ３０％，课堂表现（ 讨论参与）１０％，期末考试（ 闭卷）６０％

办法
教材

５２９

晏智杰主编：《 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 （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参考资料

１．《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 ，晏智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 古典经济学》 ，晏智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 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 ，晏智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４．《 西方经济思想史》 ，王志伟编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５．《 外国经济思想史》 （ 第二版） ，吴宇晖、张嘉昕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

６．《 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 ，托德·Ｇ·巴克霍尔兹著，杜丽群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 经济思想史》 （ 第 ８ 版） ，斯坦利． Ｌ． 布鲁著，焦国华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８．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ｉｏｎｅｌ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５ ｔｈ ｅｄ， Ｍａｒｋ Ｂｌａｕ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１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Ｅｋｅｌｕｎｄ， Ｊ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３．
１１．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４．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经济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５３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经济史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内容在于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
历史变迁，解释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原因，进而从经济学角度阐释历史演
变的规律；很多现代重大经济事件和经济政策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缩影，因此
经济史可以为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提供某些借鉴。
本课程在世界经济史的背景下阐述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和变迁，重点放在帝制
晚期到近代，授课时将分阶段讲授与专题讲授相结合。 本课程将介绍经济学
近年来在历史发展研究（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一些前沿成果。

课程英文简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Ｍｉ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ｖｉ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４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ｒａ （１３６８ － １９１１）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ｄｉｆｆｉｄ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ｄ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ｋｅ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Ｉ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ｏｍ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ａｔ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ｃａｌｌｅｄ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ａｎ ｉｎｔｒｉｇｕ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使学生掌握和熟悉学术界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基本观点； 对中国重
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有所了解； ２． 培养学生将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分
析结合，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３． 介绍几种经济史研究前沿
的因果识别方法，供学有余力的同学开展自己的研究。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内容导论：制度和国家能力的大分流（３）
２． 方法导论：历史研究的定量方法 （３）

３． 马尔萨斯理论：人口、资源、人力资本和东西方分流（３）
４． 巍巍中华：地缘政治、政治整合和大一统的形成 （３）
５． 鞭长莫及：大一统下官僚制的委托代理问题 （３）

６． 蒙住眼因为剁手难：中央地方关系中的可信承诺问题（３）
７． 荫蔽下的商人：盐政和公债发行的可信承诺问题 （３）

经济学院

５３１

８． 取信于民何其难：可信承诺问题和货币制度 （３）
９． 维稳养民：粮食的政治经济学 （３）
１０． 社会阶梯：科举和社会流动 （３）

１１． 寓封建于郡县：士绅和地方治理 （３）

１２． 商税、厘金到新政：构建现代财政国家（６）
１３． 中国和世界 （３）

１４． 人力资本和大分流（３）

１５． 性别分工的历史起源 （３）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求学生课前阅读相对应的原始文献。 教学的主要
内容是教员编写的讲义，讲义既是授课的依据，也是考试的主要内容。 每次课
安排一组学生报告，内容是指定的前沿经济史论文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报告：１０％；期末论文：５０％（ 可选择写读书报告） ；期末考试 ４０％。
《 剑桥晚清中国史》 ，作者：费正清，刘广京；
《 中国经济史纲要》 ，作者：陈锋，张建民。

参考资料

《为什么是欧洲？ 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 ，戈德斯通． （２０１０） ． 浙江大学出
版社

《 富裕的杠杆》 ，乔尔·莫基尔， 陈小白翻译． （２００８） ． 华夏出版社．

大分流 ：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彭穆兰， 史健云翻译． （ ２００３）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Ｊ． Ｌ．， ＆ Ｗｏｎｇ， Ｒ． Ｂ． （２０１１） ．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Ｒ． （２０１６）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课程中文名称

外国经济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工业化为主线，以世界经济为考察范围，讲述自前工业化时代至近现
代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与经验，提供理解全球经济的历史视角与经济学理
念。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 （１５００ －

５３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８２０）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８２０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讲述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提供理解现实经济的长时段视角。

内容提要及相

一、导言

应学时分配

１．经济史与课程简介；２．世界发展的轮廓 －人口与 ＧＤＰ 分析
二、第一个千年的欧洲与亚洲
三、商人资本主义

１．威尼斯；２．葡萄牙；３．荷兰；４．重商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
四、工业资本主义

１．原工业化与工业革命的社会因素；２．英国工业革
３．欧洲国家工业化进程；４．美国世纪 －作为领先者的资质源泉
５．第一次全球化；６．经济危机
五、２０ 世纪世界经济概览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网上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出勤与讨论 ４０％ ，读书报告与学习总结 ６０％。

办法
教材

《 世界经济千年史》 ，作者：麦迪森。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产业组织理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产业组织理论是以“ 产业” 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组织
结构和在一定的组织结构条件下企业的经营战略、产出决策、定价行为、非价
格策略性行为，以及由其行为带来的市场绩效。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ｎ －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经济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５３３

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产业组织理论各个基础模型的基本假设、推导过程以及结
论与政策含义，并能够运用和改进这基本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使学
生了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理解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的中国意义。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讲：导论（３ 学时）

介绍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产业组织理论与政
策的中国意义。

第 ２ 讲：市场结构与经济福利（３ 学时）

对比两种特殊的市场结构，即完全竞争型结构和完全垄断型市场结构；把握市
场实力幸存的条件，市场势力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第 ３ 讲：寡头市场中的竞争与战略（３ 学时）

介绍寡头市场结构的特征；从不同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寡头市场模型揭示寡
头间的博弈引发的企业战略选择，以及导致的社会福利变化。
第 ４ 讲：差异化市场结构及其企业战略（３ 学时）

主要内容：介绍线性市场模型和圆周形市场模型，并运用和改进上述基本模型
分析现实经济现象。

第 ５ 讲：信息、市场与企业行为（３ 学时）

介绍不完全信息产生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介绍揭示质量信息、价格信息不对
称的基本模型；并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第 ６ 讲：广告（３ 学时）

介绍广告的信号作用以及广告的资源配置效应。
第 ７ 讲：非合作性策略行为（３ 学时）

介绍发生非合作性策略的市场结构特点，介绍揭示非合作性策略的基本模型
及其改进，并了解现实经济活动中非合作性策略的具体形式。
第 ８ 讲：厂商间的合作性策略行为（３ 学时）

介绍合作性策略具备的条件和影响因素，理解合作性行为的负面效应，了解现
实经济活动中合作性策略的具体形式。

第 ９ 讲：价格歧视与非线性定价（３ 学时）

介绍价格歧视和非线性定价的条件、方式及福利效应。
第 １０ 讲：市场结构的度量及其经验分析（３ 学时）

介绍市场结构度量的主要方法和指标，揭示决定和影响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
论证市场绩效的判断标准和计量方法，介绍新经验产业组织方法。
第 １１ 讲：研究与开发（３ 学时）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考察什么样的市场结构使企业更具有创新动力，创新对产
业组织组织即市场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 １２ 讲：政府管制（３ 学时）

介绍政府管制的具体形式，分析管制的利弊，探讨现实经济中管制改革存在和
面对的问题。

专题报告一：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 一） （３ 学时）

５３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专题报告二：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 二） （３ 学时）
专题报告三：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 三） （３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课堂讲授 ８０％，专题报告 ２０％。

作业 １０％，期中论文 ２０％，期末考试（ 闭卷）７０％。
《 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黄桂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 产业组织：战略方法》 ） ， 作者：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ｈｕｒｃｈ ＆ Ｒｏｇｅｒ Ｗ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产业组织经济学》 ） ，作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产业组织理论》 ） ，作者：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
《 现代产业组织（ 上、下册） 》 ，作者：丹尼斯．卡尔顿等。
课程中文名称

信息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信息经济学是以博弈论为研究工具，研究信息不对称下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均
衡以及行为。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由两个大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博弈论的
内容，包含静态与动态的博弈以及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 第二部分
是信息经济学，包括经典的逆向选择模型、信号理论以及机制设计理论。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ｈｅ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ｗｏ ｌａｒｇｅ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ｓｉｇｎ．
教学基本目的

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念，特别是信息集和策略。 理解博弈论最为重要的解概
念纳什均衡。 了解如何应用博弈论的工具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均衡。 能
在一定程度上将信息不对称的理论与现实世界联系。 具备一定的应用博弈论
以及信息经济学的科研能力。

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５３５

１． 博弈论预备知识（３ 学时）

２． 理性与共同知识（ 非均衡解概念介绍） （５ 学时）
３． 信念与纳什均衡（３ 学时）

４．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与纳什均衡存在性证明（８ 学时）
５． 动态博弈的基本知识（３ 学时）
６． 可信与序贯理性（５ 学时）
７． 贝叶斯博弈（３ 学时）

８． 多阶段博弈与重复博弈（８ 学时）
９． 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３ 学时）
１０． 信号理论模型（６ 学时）
１１． 拍卖理论（６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１２． 机制设计理论导论（７ 学时）

主要是课堂讲授，辅以少量文献阅读。
期中与期末闭卷考试各占 ４０％，平时八次作业占 ２０％。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ｅｖｅｎ Ｔａｄｅｌｉ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参考资料

《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张维迎，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课程中文名称

《 资本论》 选读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外国经济思想史

课程中文简介

《 资本论》 作为马克思最伟大和最成熟的经济学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必读的经典著作。 “ 《 资本论》 选读” 是中级程度的政治经济学课
程，选取了《 资本论》 中最重要的理论部分进行讲解，使学生通过阅读原著，深
入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
与批判。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 Ｄａ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 ．
ｗｅ ｈｏｐｅ， ｂ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 ａ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ａｒｘ．

教学基本目的

见课程中文简介

５３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一、 导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马克思的生平、研究路径和研究计划、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基本特
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遗产
二、 方法论（４ 学时）

１． 经济学的范式与研究纲领

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硬核” ：研究对象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３． 对波普和柯亨的回应；４．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辨析
三、 商品货币分析中的辩证法（４ 学时）

１． 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
２． 商品的内部矛盾与商品 －货币的外部对立
３． 货币形式及其潜在危机；４． 商品拜物教
四、 劳动价值论（６ 学时）

１． 价值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２． 劳动财产学说：从洛克到马克思
３． “ 幽灵般的对象性” ：价值实体及其表现形式
４． 价值量：与供求价格理论的关系

５． 价值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历史性质
四、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４ 学时）

１． 劳动力成为商品；２．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劳动榨取

３． 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历史演进：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
４．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二重性

五、 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４ 学时）

１． 单个资本的循环与周转；２．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六、 资本主义的竞争过程（４ 学时）

１． 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性价格：价值转形问题
２． 资本的分工与竞争：职能资本

３． 资本与土地所有权的竞争：资本主义地租
４． 资本主义的分配：所谓“ 三位一体” 公式
七、 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４ 学时）

１． 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否一定会提高
２． 一般利润率是否一定会趋于下降
３． 资本积累的相对过剩趋势
４． 单因素危机论辨析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５． 现代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课堂导读，课后阅读，小组讨论，课堂报告。
平时成绩（ 课堂小组报告 ＋个人期末论文）３０％，期末成绩（ 闭卷笔试）７０％。
《 资本论》 （１、２、３ 卷） ，作者：马克思。

经济学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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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发展论》 ，作者：斯威齐；

《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作者：曼德尔；
《 理解马克思》 ，作者：埃尔斯特；

《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作者：熊彼特；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 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作 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 〈 资本论〉 新英译本导言》 ，作者：曼德尔。
课程中文名称

发展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状
态得以发展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现代经济的规律，研究发展的具体
过程和条件、以及为早日实现经济、社会和体制变革所应制定的政策和战略。
该课程包括四篇共十章内容：

第一篇“ 导论” ，包括两章，主要讨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学习目的，介绍
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讨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篇“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包括三章，主要探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富裕
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工业化与农业部门发展的关系，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进程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包括三章，主要探讨物质资本积累、人口和人力
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趋
势。

第四篇“ 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理论” ，包括两章，主要探讨拉美学派的结构主
义理论、经济发展的平衡增长与非平衡增长战略、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
内在联系，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课程英文简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ｓｋ： （１）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ｒａｐ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ｖｅ ｔｏ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３）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ｓｃｏｐ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ａ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 ｔｅｎ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

Ｐａｒｔ １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ｗｏ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ｅ： （ １ ）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 ２）

５３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 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ｒｔ ２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ａ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ｅ： （ １）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ｒｓ ｉｎ ａ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 ３）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ｄｕ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ａｒｔ ３ “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ｅ： （１）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２）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 ４ ）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ｒｔ ４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ｗｏ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Ｔｏｐｉｃ ｔｏ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ｅ： （ １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 ２ ）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３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ｗｅｌ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教学基本目的

发展经济学教学的基本目的，是使学生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问题具有比
较系统的理解和认识。 本课程重在强调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和探讨，特别是对
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展开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分析；强调主要理论的数
理模型和方法的深入讨论，而不是满足于文字层面的描述；强调经验事实和实
际数据对理论的支持和检验，而不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强调动
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而不满足于课堂教授和书本知识的掌握。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
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基本范畴和学习意义（２ 学时） 。

第二章“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和联系，度量经
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和局限，基于发展指标度量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６ 学时） 。

第三章“ 刘易斯模型：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分析
方法、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含义和刘易斯拐点，结合中国国情分
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和贡献（３ 学时） 。
第四章“ 兰尼斯 －费景汉模型：工业和农业平衡发展的意义” ：兰尼斯和费景汉
在刘易斯二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引入粮食短缺问题的讨论，农业部门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平衡发展的含义，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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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和问题（５ 学时） 。
第五章“ 乡 －城劳动力迁移模型” ：哈里斯 －托达罗乡———城劳动力迁移模型的
分析方法，对托迖罗模型的拓展，中国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特点、相关发展战
略和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４ 学时） 。
第六章“ 哈罗德 －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技
术，资本积累不足和人口增长过快时可能形成的贫困陷阱和最小临界努力，中
国背景下人口增长和储蓄或资本积累率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６ 学时） 。

第七章“ 索罗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 ：索罗经济增
长模型的分析技术，外生决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索罗余值”
的不同理解，基于索罗模型的我国最近三十年经济增长状况分析（６ 学时） 。

第八章“ 人口增长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马尔萨斯理论基础上的人口增
长与资源约束对人均收入的影响，舒尔茨与贝克尔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人力资
本投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国背景下资本市场不完善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
响，政府在市场失败、帮助贫困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和摆脱贫困中的角色和作用
（１０ 学时）

第九章“ 拉美学派的结构主义理论” ：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关于经济发展的分析
思路，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启发和局限，“ 进口替代” 和“ 出口
导向” 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特点和影响。 （３ 学时）

第十章“ 平衡增长与非平衡增长理论” ：大推进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思路，该
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启发和局限。 （３ 学时）
教学方式

教学的组织方式以课堂面授为主，每周 ３ 学时的教学时间，由主讲教授担当，
同时每周安排助教答疑一次。 全部课程共安排十次作业，每次作业习题为 ４ ～

６ 道，由助教判作业。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作业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２０％；该课程的期中考核方式是实地调研，占课程总
成绩的 ２０％；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 ６０％。
《 发展经济学》 ，作者：叶静怡。
《 发展经济学》 ，作者：张培刚；

《 发展经济学概论》 ，作者：谭崇台；

《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 ，作者：速水佑次郎；

《 发展微观经济学》 ，作者：普兰纳布·巴德汉著，陶然等译。
课程中文名称

应用计量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计量经济学导论或相似水平的课程。

５４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应用计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以现实经济问题为研究对
象，以数理统计学为方法依托，同时注重对实证数据分析规律的总结。 本课程
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将系统介绍应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
基本方法，同时注重对计算机操作技巧的训练和对经典文献的研读讨论，以期
培养学生对相关模型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能力。 课
程内容安排：线性和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极大似然估计，时间序列和面
板数据模型，有限因变量模型（ 包括离散选择模型、截取与断尾数据模型、计数
数据模型） ，内生性与工具变量估计，联立方程模型，非参数与半参数估计方法
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ｎｏｎ －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ｏｎ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ｍｉ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ａ ／ ＳＡ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ｎ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ｏｏ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ｇｅｔ ｈａｎｄｓ －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 ｐａｐｅｒ．
教学基本目的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实证研究设计与因果推断（３ 学时）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３ 学时） ，广义最
小二乘估计方法（３ 学时） ，极大似然估计方法（ ３ 学时） ，时间序列模型（ ６ 学
时） ，面板数据模型（３ 学时） ，离散选择模型（３ 学时） ，截取与断尾数据模型（３

学时） ，计数数据模型（３ 学时） ，内生性与工具变量估计（３ 学时） ，联立方程模

型（３ 学时） ，非参数与半参数估计方法（ ３ 学时） ，计算机软件编程（ ６ 学时） ，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学期论文汇报（６ 学时） 。

课堂讲授（６０％） ，文献阅读讨论（２０％） ，上机操作（２０％） 。
研究设计（３０％） ，期末论文（５０％） ，课堂报告（２０％） 。

《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 ，作者：杰弗里·伍德里奇

参考资料

《 应用计量经济学：ＥＶｉｅｗｓ 与 ＳＡＳ 实例》 ，作者：秦雪征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实践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经济学院

５４１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是学生在大二下学期专业分流后进入经济学系学习的必修课程。 该课
程以小组为单位，由指导教师确定调研目的地和调研主题，组织学生利用暑期
深入现实社会，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访问等方
式，完成为期一周的调研任务。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ｓ ａ ｕｎｉ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ｗｈ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ｏ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ｎ － ｔｈｅ － ｓｐｏ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ｓ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ｎｅ ｗｅｅｋ．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相关理论知识
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确定调研主题，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制定调研方案，２ 学时；
设计、发放、回收、分析问卷，８ 学时；
进行实地考察，１６ 学时；
召开座谈讨论会，２ 学时；
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调研报告，８ 学时；
举行暑期社会实践经验交流活动，２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共 ４０ 学时

教师指导，学生参与
根据学生参与程度，采取合格与不合格的成绩评定办法

办法
教材

无

参考资料

无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贸易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５４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学生应先修“ 经济学原理” 及“ 微观经济学” 。 “ 国际贸易” 理论和政策部分主
要使用的经济学方法是微观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具备良
好微观基础的学生，能更快更好地理解开放经济的贸易理论与政策分析。

学生如能学过“ 国际经济学” 和“ 国际贸易实务” ，有助于理解教学内容。

同时，“ 国际贸易” 涉及经济学与法学的结合，以及制度分析，学生如果能具备
“ 法和经济学” “ 公共选择” 等领域的知识，对课程学习有益。
课程中文简介

作为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将较为全面地讲授有关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政
策、制度与组织、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通晓
有关的国际贸易惯例及其贸易政策，并能够进行一定的理论分析。 具体教学
内容如下：
贸易理论
一、 导论，二、 经典贸易理论思想，三、 经典贸易理论模型
四、 经典贸易理论的补充与拓展
小结 １：贸易的基础与障碍

理论部分测试（ 占总成绩 ２０％）

课堂讨论 ／ 作业讲评（ 作业 １ 占总成绩 ５％）
贸易政策

五、 ＷＴＯ 概述，六、 关税和数量限制，七、 补贴、反补贴与反倾销
八、 其他非关税措施，九、 地区经济集团
小结 ２：贸易保护的理论依据

课堂讨论 ／ 作业讲评（ 作业 ２ 占总成绩 ５％）
贸易实务

十、 贸易术语，十一、 物流运作，十二、 资金流运作
小结 ３：贸易流程与贸易方式

课堂讨论 ／ 作业讲评（ 作业 ３ 占总成绩 ５％）
课程总结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ｑｕｏｔａｓ， ＶＥＲ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ｔｉ －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ｅｔｃ．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ｙｏｕ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ｙ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

经济学院

５４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ｖｅｒ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ｃ．
Ｗ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ｅ ｐｌｅｎｔｙ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ｙｏｕ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ｔ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ｙｏｕ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ｙｏｕ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ｙｏｕ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ｑｕｏｔａｓ， ＶＥＲ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ｔｉ － ｄ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ｖｅｒ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ｃ．
Ｗ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ｅ ｐｌｅｎｔｙ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ｅｋ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３
Ｗｅｅｋ ２： Ｔｈｅ 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３
Ｗｅｅｋ ３： Ｔｈｅ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Ｏｈｌｉｎ Ｍｏｄｅｌ ３

Ｗｅｅｋ ４：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ｏｄｅｌ， ３
Ｗｅｅｋ ５：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Ⅰ， ３
Ｗｅｅｋ ６：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Ⅰ， ３
Ｗｅｅｋ ７：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ＴＯ， ３
Ｗｅｅｋ ８： Ｔａｒｉｆｆｓ， ３

Ｗｅｅｋ ９： Ｑｕｏｔａ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ｓ， ３
Ｗｅｅｋ １０： 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 ３

Ｗｅｅｋ １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３
Ｗｅｅｋ １２：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Ⅱ， ３
Ｗｅｅｋ １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Ⅱ， ３
Ｗｅｅｋ １４： Ｔｏｐｉｃ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３

Ｗｅｅｋ １５：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
Ｗｅｅｋ １６：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３

Ｗｅｅｋ １７：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３
Ｗｅｅｋ １８：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３

Ｗｅｅｋ １９：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３
Ｗｅｅｋ ２０：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３

５４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交流相结合，案例分析与理论运用相结合。

１． 课堂讲授：ＰＰＴ 课件，教材。

２． 课堂讨论：综合论述题、案例分析题，预先布置，集中讨论。

３． 案例分析：主要是政策与实务部分，分为经典案例、知识点案例和综合案
例。

４． 理论运用：运用经典贸易理论结合现实问题展开分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期末闭卷考试占 ７０％，平时作业成绩 １５％，课堂交流 １５％。
《 国际贸易实务》 （ 第二版） ，作者：李权；

《 国际贸易》 （ 第三版） ，作者：王俊宜，李权
参考资料

《 国际贸易》 ，作者：海闻，Ｐ．林德特，王新奎； 《 国际贸易》 ，作者：李权。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金融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研究国际间资金融通的各方面内容，包括国际间的货币运动、
资本运动和信贷运动，以及支配国际金融关系变化和发展的国际和各国政治、
经济社会因素。 具体内容有国际收支、外汇及外汇汇率、国际储备、外汇管理、
国际贷币制度、国际金融市场等， 内容涉及国际金融基本理论、实务及政策。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１．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４．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ｍｙ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汇率、国际货币制度等基础知识。

２． 掌握汇率决定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理论基础。
３． 熟练掌握外汇交易的原理及其应用。

４． 使学生能够把理论与实务很好地结合起来。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讲 国际金融概论

第 ２ 讲 外汇、汇率及其标价法

第 ３ 讲 汇率决定与国际平价条件（ 一）
第 ４ 讲 汇率的分类与换算

经济学院

５４５

第 ５ 讲 国际收支及其平衡表（ 一）
第 ６ 讲 国际收支及其平衡表（ 二）

第 ７ 讲 汇率决定与国际平价条件（ 二）
第 ８ 讲 汇率决定与国际平价条件（ 二）
第 ９ 讲 汇率决定基础及其影响因素
第 １０ 讲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一）

第 １１ 讲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二）
第 １２ 讲 汇率决定的弗莱明 －蒙代尔模型
第 １３ 讲 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模型
第 １４ 讲 汇率超调模型

第 １５ 讲 国际货币制度及其演变（ 一）
第 １６ 讲 国际货币制度及其演变（ 二）

第 １７ 讲 外汇交易原理与风险防范（ 一）
第 １８ 讲 外汇交易原理与风险防范（ 二）
第 １９ 讲 外汇期货与期权交易

第 ２０ 讲 互换交易的原理及其应用

第 ２１ 讲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
第 ２２ 讲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外有作业，会安排必要的小组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 国际金融教程》 ，作者：吕随启，王曙光，宋芳秀。

参考资料

《 国际经济学》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投资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从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机理角度说明全球资金配置及由此
带来的投资机会、以及所形成的经典投资理论流派等。 最后结合中国实际，讲
解中国与外资的互动关系。 课程将使用某期货公司的软件进行实际操作模
拟。

５４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ＤＩ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ｏｎｅ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ｈａｔ’ ｓ
ｍｏｒｅ，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ｄｏ ｓｏｍ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教学基本目的

１、同学能熟练掌握 模拟软件 进行套保对冲操作；

２、同学能熟悉价值投资和技术分析等流派，对全球股市有基本的理解和判断；
３、同学能对目前全球 ＦＤＩ 的走向和相应问题有基本了解。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从资本流动的机理角度说明全球资金配置及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所

应学时分配

形成的经典投资理论流派等。 并结合软件进行实际操作模拟。 最后结合中国
实际，讲解中国与外资的互动关系。

教学方式

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３０％） ＋小组作业（１０％） ＋其它个人作业（２０％） ＋期末论文（６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无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ｏｌｎｉｋ， Ｂ． ａｎｄＭｃＬｅａｖｅｙ，
Ｄ． （２００９）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经济史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讲授自 １０００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史。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０００．

教学基本目的

１． 讲述经济史入门理论与研究方法；

２． 提供学习经济学的历史观念和世界视角。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经济史与经济学：文献阅读与讨论

２、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以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 为中心
３、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皮朗命题

４、商人资本主义：威尼斯、葡萄牙与荷兰
５、工业革命

经济学院

５４７

６、金本位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７、大危机与世界经济周期

８、大分流：东亚经济体制的历史研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网上交流。

学生成绩评定

网上参与与分组讨论 ２０％，出勤 ２０％，论文摘要 ２０％，读书报告 ４０％。

办法
教材

《 世界经济千年史》 ，作者：安格斯·麦迪森；

参考资料

《 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末》 ，作者：卡梅伦和尼尔。

课程中文名称

世界经济专题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内容涵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当前的
重大现实课题、也会比较成熟型市场经济、发展型市场经济和转轨型市场经济
的机制与演进。 重点说明主要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和对后发展
国家的启示。 特色在于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进行说明，启发同学自己发现
问题和规律，而不是枯燥无味的罗列和简单灌输的总结；并力求通过小组讨论
及论文形式的期末考试让同学将得到的“ 经验” 运用在实践中，培育研究兴
趣，初涉学术规范。

课程英文简介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ｗｅ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ｄａｙ ’ 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ｒｕｎ ｔｉｌｌ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ｅｗ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ｏ ｉｔ，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教学基本目的

５４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课程基本框架：

本课程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世界经济发展 １０ 学时

（介绍世界经济工业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及每一阶段的特点和国家集
团）

第二部分：以美国为中心和重心的世界经济运行体系

１８ 学时

（ 从美国经济现实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让同学能进一
步了解目前以美国为中心和重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形成及核心问
题，比如当前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内在缺陷等）
第三部分：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历程

１６ 学时

（ 日本、欧盟、东盟与中国、俄罗斯等的经济特征与展望）
第四部分： 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体系

７ 学时

（ 从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所遭受到的挑战出发，思考如何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体
系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辅之以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 １０％ ＋ 作业和讨论 ４０％ ＋ 期末论文 ５０％。

办法
教材

无

参考资料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世界经济展望》 ，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分析和解释中国作为开放经济体的发展与特色，尤其是对外贸易、
对外投资、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典型事实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的影响，并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希望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对国际经济学 ／ 开放经济的基本原理有很好的掌握和理解，并能运用这
些基本原理对开放的中国经济进行分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ｕｃｈ

经济学院

５４９

ａｓ ＵＳＡ，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教学基本目的

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对国际经济学 ／ 开放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理解中国作为开
放经济体的特征性事实； 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开放的中国经济进行分析。

内容提要及相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和解释中国作为开放经济体的发展与特色，尤其是对

应学时分配

外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典型事实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经
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一共 ８ 讲，每一
讲的题目、内容及学时分配如下：
第１讲

中国对外开放（４ 学时）

介绍自 １９７０ 年 代 末 起 中 国 对 外 开 放 的 进 程、 特 征 与 模 式， 以 及 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等参与国际治理的进程与内容。 让同学们了解各个
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背景、步骤和效果，对开放的中国有一个全面认
识。

第２讲

中国对外贸易（６ 学时）

第３讲

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６ 学时）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与结构的静态、动态特征。
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结构特征；中国利用外资的效应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的
机制、特征与趋势。
第４讲

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６ 学时）

中国产业 ／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制与状况；中国产业 ／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位置及升级路径、效果。
第５讲

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４ 学时）

中国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影响。

第６讲

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４ 学时）

第７讲

中国与欧美经济关系（４ 学时）

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变化；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投资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
从南北贸易关系的视角分析、理解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投资关系；从贸易
的影响、发展模式、大国关系等视角分析与理解中美经济贸易摩擦。
第８讲

中国与东亚经济关系（４ 学时）

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状况；从区域生产网络的视角分析与理解中国与日本、
东亚四小、东盟等国的贸易投资关系。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占 ２ ／ ３ 学时。 文献阅读、讨论和报告为辅，课堂讨论占 １ ／ ３ 学
时。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考核的方式是提交书面报告。 期末报告的成绩占学期成绩的 ６０％，课堂
讨论和报告的成绩占学期成绩的 ４０％。

５５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材

无

参考资料

无

课程中文名称

货币银行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市场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金融体系概览、利率及其决定、银行管理、货币供给过
程、金融创新、货币政策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ｓ ｂｅｌｏｗ：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ａｎ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Ｂａｎｋ，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使学生对于货币银行学基础理论有全面系统的了解，为金融学其他后续课程
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章

导论

第３章

资产需求理论

第２章
第４章
第５章
第６章
第７章
第８章
第９章

第 １０ 章
第 １１ 章
第 １２ 章
第 １３ 章
第 １４ 章
第 １５ 章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第 １６ 章

利率及其内涵
利率变动及其决定因素
利率的风险和期限结构
银行及其管理
什么是货币？
多倍存款创造
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
完整的货币供给模型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的结构与独立性
金融创新的经济分析
非银行金融机构
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体系概览

以课堂讲授为主，穿插小组讨论，增加案例教学的内容。
闭卷笔试。

经济学院
教材

５５１

《 货币金融学》 ，作者：米什金。

参考资料

《 货币银行学》 ，作者：姚长辉。

课程中文名称

金融经济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宏观和微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等

课程中文简介

“ 金融经济学导论” 讲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的现代金融理论，并将出现在
“投资学” “ 公司财务” 等课程中来源于现代理论金融经济学中的各种原理、方
法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现代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
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

投资组合分析（ ＭＰＴ）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ＣＡＰＭ） 、套利定价理论 （ ＡＰＴ） 、期
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 ＥＭＨ） 、ＭＭ 定理等都是金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组成部分。
第一章

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史和方法论

第二章

期望效用函数分析

第三章

现代投资组合选择理论

第四章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第五章
第六章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Ｍ 定理和无套利分析
市场有效性理论

第七章

套利定价理论

第八章

期权及其定价

第九章

或有要求权的估值

第十章

前沿问题介绍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ｙｏｕ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ｔｏｐｉｃ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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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ｂｏｔ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Ｗｅｅｋ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ｅｋ ２： Ｃｈｏ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Ｗｅｅｋ ３：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ｅｅｋ ４： Ｍｅ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Ｗｅｅｋ ５：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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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Ｗｅｅｋ ６： ｇｅｔｔｉ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２０ ｓｔｏｃｋｓ

Ｗｅｅｋ 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ｅｅｋ ８：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ＰＭ）
Ｗｅｅｋ ９： Ｍｉｄｔ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

Ｗｅｅｋ １０： Ｍｉｌｌｅｒ –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ＭＭ） Ｔｈｅｏｒｅｍ
Ｗｅｅｋ １１： Ｎ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Ｒｕｌｅ
Ｗｅｅｋ １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Ｔ）

Ｗｅｅｋ １３： 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Ｗｅｅｋ １４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Ｗｅｅｋ １５： Ｂｌａｃｋ －Ｓｃｈｏｌ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在讲述金融理论的同时，会通过案例、实证结果介绍等手段加强理论应
用方面的分析，以便使同学们对金融经济学的内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更好地
将金融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周

第一章

金融经济学导论

应学时分配

第二周

第二章

投资决策准则

第三周

第二章

期望效用函数

第四周

第二章

展望理论

第五周

第二章

风险厌恶程度和常用效用函数

第六周

第三章

投资组合原理

第七周

第三章

证券组合前沿

第八周

第三章

组合前沿的性质

第九周

第三章

第十周

第四章

教学方式

ＭＰＴ 的实际应用
ＣＡＰＭ 理论基础

ＣＡＰＭ 推导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十一周

第四章

第十二周

第五章

第十三周

第五章

套利定价理论推导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十四周

第六章

期权的基本特性

第十五周

第六章

期权价格的性质

第十六周

第六章

期权定价模型及其应用；总复习

因子模型和无套利分析

课堂讲授 ４０ 学时，文献阅读，课后作业 ３ 次，期中演示和课堂讨论 １ 次，期末
考试。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闭卷考试 ８０％，平时作业 １０％，课堂参与和报告 １０％。
《 金融经济学》 ，作者：杨云红；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 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ｎ Ｗｅｒｎｅｒ；
《 金融经济学十讲》 ，作者：史树中。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 －ｆｕ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Ｌｉｔ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经济学院

５５３

课程中文名称

公司金融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微观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系统掌握公司筹资，投资，分派股利以及短期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在
理解公司金融的基本概念，掌握公司金融管理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介绍公司投
资和融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使得学生能够识别公司金融管理所面临的风险，
并能加以分析，以提出初步的解决办法；同时能够进行相关的金融决策分析，
培养学生具有微观金融知识，能够为微观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并具有一定的管
理金融资产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ｔａｋｅ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ｃａｎ ｃａｓｈ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ａｓｔｌｙ， ｉ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ｔｓ ｄａｙ －ｔｏ －ｄａｙ ｃａｓｈ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微观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系统掌握公司筹资，投资，分派股利以及短期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在
理解公司金融的基本概念，掌握公司金融管理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介绍公司投
资和融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使得学生能够识别公司金融管理所面临的风险，
并能加以分析，以提出初步的解决办法；同时能够进行相关的金融决策分析，
培养学生具有微观金融知识，能够为微观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并具有一定的管
理金融资产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导论（ ＲＷＪ， Ｃｈ １． ）

介绍公司金融的基础知识，包括公司金融的概念、公司组织类型、财务管理的
目标以及代理问题；公司财务报表的概念和分类。

２． 货币时间价值概念及应用（ ＲＷＪ， Ｃｈ ４）

介绍货币的将来值、现在值以及年金值的相关计算和应用，并了解利息率的类
型及作用。

３． 项目投资决策

介绍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和利润支书等项目评估方法的概念、计算，进行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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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分析。

（１） 股票和债券的净现值方法。 （ ＲＷＪ， Ｃｈ ５ ）
（２） 其他的投资决策。 （ ＲＷＪ， Ｃｈ６）

（３） 主要投资决策方法的应用。 （ ＲＷＪ， Ｃｈ ７ ＆ ８）

４． 风险与收益

了解风险与收益的基本概念，分析资本市场的历史，进行风险的评估和分析。
（１） 投资的分散化和证券组合的选择。 （ ＲＷＪ， Ｃｈ ９ ＆ １０）
（２） 风险、收益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ＲＷＪ， Ｃｈ １０）
（３） 有效的资本市场。 （ ＲＷＪ， Ｃｈ １３）

５． 公司融资决策

掌握资本成本的基础知识，明确项目资本成本的组成要素、用来确定每一个要
素的成本的方法，以及这些要素如何组合成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学习资本结构
理论，并会运用定理来分析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１） 资本成本的决定（ ＲＷＪ， Ｃｈ １２）
（２） ＭＭ 定理 （ ＲＷＪ， Ｃｈ １５）

６． 公司投融资决策的高级综合应用 （ ＲＷＪ， Ｃｈ１７）

其他可选择课程安排：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期权定价理论 （ ＲＷＪ， Ｃｈ ２２）

教学方式

本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采用纯英语教学方法，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列举案例组织课堂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占 ２０％，作业占 ２０％，期末考试占 ６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作者：Ｒｏｓｓ， Ｗ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Ｊａｆｆｅ。

参考资料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 Ｄｏｗｎ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作者：Ｍａｌｋｉｅｌ。

课程中文名称

投资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金融市场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 １９６３ 年以来的当代投资学为基础，重点介绍投资学与资本市场的基
本理论和实务操作。 主要内容包括：

１． 投资学基础，２． 证券市场及其交易，３． 非固定收益证券的价值评估

４． 固定收益证券，５． 衍生金融工具，６． 证券投资组合理论，７． 投资管理
８． 资本市场上的收购与兼并，９． 证券投资基金。

经济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５５５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 －ｆｉｘ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４． Ｆｉｘ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５．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６． Ｐｒｏｔｆｏｌｉｏｓ．
７． Ｍａｎｅ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８． Ｍｅｒｇ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掌握证券当代证券投资的
基本理论，并具有一定的实务操作概念。 以此为基础，学生既可以继续进行更
深层次的投资学与资本市场领域的研究，也可以从事证券投资领域的实际工
作。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证券市场结构（４ 学时）
股票概述 （４ 学时）

证券发行市场（１） （４ 学时）
证券发行市场（２） （４ 学时）
证券交易市场（４ 学时）

股价理论与股价指数（４ 学时）
股票投资分析（１） （４ 学时）
股票投资分析（２） （４ 学时）
收益率分析（１） （４ 学时）
收益率分析（２） （４ 学时）
价值评估（１） （４ 学时）
价值评估（２） （４ 学时）
债券市场（４ 学时）

第十章

股票衍生金融工具（４ 学时）

第十章

股票衍生金融工具（４ 学时）

第十一章

股市上的公司并购（４ 学时）

第十二章

期货市场（４ 学时）

第十三章

投资风险分析与投资基金（４ 学时）

复习考试（２ 学时）
教学方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辅助以随堂测验。 课外习题和参考书阅读。

学生成绩评定

学生成绩评定办法为：（１） 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８０％；（２） 随堂测验：４ ～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５ 次，占总成绩的 ２０％。

《 证券投资学》 ，作者：曹凤岐等。

《 投资学———全球视角》 ，作者：杰克·弗朗西斯等；
《 投资学》 ，作者：兹维·博迪。

５５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金融工程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选修之前掌握统计学，资产定价理论及金融衍生品的基本知
识。
本课程将介绍金融工具对冲、定价及设计的相关技术，并将讨论远期、期货、期
权及互换的定价理论以及它们在不同场合下的运用及操作。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ｂａｓｉｃ ｔｏｏｌｓ ｏｆ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ｗａ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在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之上讲授金融工程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市场的实际操作逻
辑，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及基本动手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以下每部分 ３ 学时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Ｓｗａ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Ｒｅｐ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７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 ａｎｄ ＯＦＤ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９
Ｏｐ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ｍ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Ｆｉｘ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４ ＆１５

Ｃｒｅｄｉ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６
ＭＢＳ ａｎｄ ＣＤＯ ＰＦ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 ａｎｄ １９
Ｖａｌｕ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Ｓｕｂｐｒｉｍ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ｔｏ 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课堂讲授

期末考试成绩占 １００％。

经济学院
参考资料

５５７

《 漫步华尔街》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ｅｄｇｅ Ｆ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Ｈｅｄｇｅ Ｆｕｎｄ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金融工程学原理》 ） ，作者：Ｓａｌｉｈ Ｎ． Ｎｅｆｔｃｉ；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 期权、期货及其它衍生品》 ） ，作者：Ｊｏｈｎ
Ｈｕｌｌ。
课程中文名称

保险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 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学科，而《 保险学原理》 则是该
学科的专业入门课程，它介绍风险管理、保险与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 本课程
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风险与风险管理、保险制度、保险合同、保险市场、人身
保险、财产保险、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社会保险等。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
引导同学们系统掌握保险学的基本原理，理解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
的运作机制，熟悉社会保险的基本框架，并初步培养同学们对现实世界中保险
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以便未来在“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 领域继续探索。

课程英文简介

“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ｔｃ．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ｂ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ｙ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同学们系统掌握保险学的基本原理，理解保险
产品、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的运作机制，熟悉社会保险的基本框架，并初步培
养同学们对现实世界中保险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能力，以便未来在“ 风险管理与
保险学” 领域继续探索。

５５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导论（３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风险与风险管理（３ 学时）
第二讲：保险制度（６ 学时）
第三讲：保险合同（３ 学时）
第四讲：保险市场（６ 学时）
第五讲：人身保险（６ 学时）
第六讲：财产保险（６ 学时）
第七讲：保险公司经营管理（６ 学时）
第八讲：社会保险（６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小组报告为辅。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测验与课后作业 １０％，小组论文 ２０％，期末考试 ７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 保险学》 （ 第六版） ，孙祁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Ｈａｒｏｌｄ Ｓｋ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Ｋｗｏ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２．《 中国保险市场热点问题评析》 （ 有关各年） ，孙祁祥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８ 年。
３．《 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 （ 有关各年） ，孙祁祥、郑伟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
４．《 中国养老年金市场———发展现状、国际经验与未来战略》 ，孙祁祥、郑伟等
著，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入世十年与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理论、评价与政策选择》 ，孙祁祥、郑
伟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中国保险业发展研究》 ，郑伟著，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７．《 商业健康保险与中国医改———理论探讨、国际借鉴与战略构想》 ，孙祁祥、
郑伟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保险制度与市场经济———历史、理论与实证考察》 ，孙祁祥、郑伟等著，经济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保险、社会保障与经济改革》 ，孙祁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保险法》 ，郑伟、贾若著，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课程中文名称

风险管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概率统计，金融学，保险学。

经济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５５９

风险管理是研究如何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门科学，本课程首先讲授风险原
理，说明风险的本质、风险的成本以及风险管理的程序与目标，然后对企业面
临的财产损毁风险、法律责任风险、人力资本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行风险分析，
在此基础上，介绍常用的风险决策模型，并详细解释保险和套期保值这两类重
要风险管理措施的机制以及影响企业风险管理的其他因素。 最后，讲解风险
管理的一些实践应用。

课程英文简介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ｉｓｋ， ｌｅｇ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ｗ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风险与风险管理的理论有一个系统理解，掌握全
面的风险管理措施的切入点及选择原则，并具备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风险管理导论（５ 学时）

第二章

纯粹风险的识别（２ 学时）

第三章

金融风险分析（４ 学时）

１． 风险概述，２． 风险管理的程序与目的
１． 金融风险的类别及影响（ 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国家
风险、关联风险） ，２． 金融风险的评估
第四章

企业财产风险分析（５ 学时）

１． 企业财产损失风险的类型与性质，２． 风险估算模型 Ｉ：损失分布
３． 风险估算模型 ＩＩ：评估模型
第五章

法律责任风险分析（４ 学时）

１． 法律背景，２． 典型责任问题

３． 民事侵权责任体系的经济作用，４． 工伤责任
第六章

人力资本风险分析（４ 学时）

第七章

风险管理决策（９ 学时）

１． 人力资本风险概述，２． 团体医疗费用保险，３． 退休计划
１． 控制型风险管理措施（ 风险规避、损失控制）
２． 损失融资（ 保险、套期保值）

３． 风险决策模型（ 期望损益模型、期望效用模型、马尔科夫链、随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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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通过保险市场抑制风险（３ 学时）

第九章

通过套期保值和分散化抑制风险（３ 学时）

１． 风险汇聚和保险机构，２．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风险的外部约束
１． 应用期权进行套期保值，２． 应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

３． 应用互换进行套期保值，４． 衍生合约与保险合约的比较
５． 通过内部分散化抑制风险
第十章

影响企业风险管理的因素（２ 学时）

１． 企业的价值与风险管理，２． 影响企业风险管理的因素
第十一章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２ 学时）

１． 什么是风险管理信息系统，２．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构建
３．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第十二章

跨国公司风险管理（１ 学时）

第十三章

巨灾风险管理（１ 学时）

小组讨论（３ 学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 ８０％，小组讨论 ２０％。

期末闭卷笔试 ８０％，小组讨论 ２０％。
《 风险管理》 ，作者：刘新立。

参考资料

《 风险管理与保险》 ，作者：陈秉正等译。

课程中文名称

保险经济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保险学原理，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 微积分）

课程中文简介

保险经济学是用一般经济理论来研究有关保险领域问题的一门学科。 “ 保险
经济学导论” 课程主要是希望通过介绍保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国内外前
沿研究成果，探讨保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帮助学生加深对保险原理的理
解，初步掌握用规范的经济学范式系统分析保险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研究
兴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ｌｍｏｓｔ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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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 ｒｅａｌ －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保险经济学是用一般经济理论来研究有关保险领域问题的一门学科。 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保险经济学在国外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它所探讨的问题和分
析方法在主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理论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没有

保险经济学的发展，保险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基本上是一种行业知识体系。 “ 保
险经济学导论” 课程通过介绍保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国内外前沿研究成
果，探讨保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帮助学生加深对保险原理的理解，初步
掌握用规范的经济学范式系统分析保险问题的方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此课主要讲授内容包括风险和效用、保险功能、保险需求与供给、道德风险和
逆选择、保险定价、保险监管等，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辅以课堂讨论、小组报
告等，指导同学在消化课堂知识的基础上阅读文献，注重培养同学综合应用经
济学工具解决保险问题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引言，介绍课程目的和主要内容（１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风险与预期效用理论，讲解风险、风险态度的定义，在预期效用理论框
架下探讨风险厌恶程度衡量方法，解释伯努利定力，初步介绍风险度量的方法
（２ 学时）

第二讲 保险原理，帮助同学理解保险需求的理论基础和保险经营的数理基础
（２ 学时）

第三讲 风险态度与保险需求，分别从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角度探讨不同风险
态度及对应的保险需求（１ 学时）

第四讲 保险需求，介绍保险最优决策模型，探讨影响保险需求的因素（ ３ 学
时）

第五讲 保险供给，探讨保险供给研究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成本函数分析、
产出的度量、竞争等（２ 学时）
第六讲 风险与信息，探讨信息的价值，引入信息不对称的概念（１ 学时）
第七讲 逆选择，介绍逆选择的定义、在保险市场上的严重性及后果、理论分
析、对策研究等（３ 学时）

第八讲 道德风险，介绍道德风险的定义、影响因素、理论分析、对策研究等（ ３
学时）

第九讲 保险市场结构，介绍保险市场结构的定义、度量方式及 Ｓ － Ｃ － Ｐ 范式对
于研究保险市场结构的意义（２ 学时）

第十讲 保险周期，介绍保险周期的定义、关于其是否存在的论争、形成的原因
以及保险周期的管理思路（２ 学时）
第十一讲 保险监管，介绍保险监管的定义、历史、理论基础、主要争议、最新国
际趋势等（３ 学时）
第十二讲 金融一体化，简要介绍金融一体化的历史、表现形式、经济学分析和
潜在问题（２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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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测验（２ 学时）
期末论文报告（２ 学时）
机动（１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辅以文献阅读。 开学提供参考文献清单，学有余力的
同学可以在课外阅读并提供阅读指导。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课堂参与 １０％（ 其中包括：课堂发言、讨论） 。

２． 平时随堂小测验 ５０％（ 每学期测验 ２ 次，取平均分） 。

３． 期末论文 ４０％（ 小组在期末提交论文全文并做课堂陈述，其中，课堂陈述占
教材
参考资料

１５％，书面论文占 ８５％） 。

《 保险经济学》 ，作者：魏华林等；《 保险经济学》 ，作者：王国军。
《 保险经济学》 ，作者：庹国柱等译，卡尔·博尔齐著；
《 保险经济学》 ，作者：王国军等译，乔治斯·迪翁等。

课程中文名称

保险精算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保险学原理、微积分、概率统计、人寿与健康保险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面向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本科生讲授精算学在生存模型和寿险产
品里的应用，兼顾部分非寿险精算。 本课程希望通过介绍几种典型的寿险险
种以及一些寿险险种的保费和准备金的计算问题，使得同学们能够进一步掌
握寿险保险公司的运营方式。 本课程的非寿险部分着重在原理和介绍方面，
令同学们对非寿险公司产生初步的了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ｏｍ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ｅ ｎｏｎ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ｏｎ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希望通过介绍几种典型的寿险险种以及一些寿险险种的保费和准备金
的计算问题，使得同学们能够进一步掌握寿险保险公司的运营方式。 本课程
的非寿险部分着重在原理和介绍方面，令同学们对非寿险公司产生初步的了
解。

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５６３

教学大纲：（ 除去期中考试 ２ 学时，一共 ４６ 学时）
第一章：利息理论与概率论基础（４ 学时）

１．利息理论简介
２．年金理论

３．概率论基础

第二章：生存模型与生命表（４ 学时）

１．生存模型简介

２．几个重要的参数生存模型
３．生命表简介

４．非整数年龄生存函数

第三章：死亡保险的精算现值（６ 学时）

１．传统人寿产品

２．部分人寿产品的精算现值

３．每年划分为 ｍ 个区间的情况
４．精算实务应用

第四章：生存年金的精算现值（６ 学时）

１．生存年金产品
２．离散生存年金
３．连续生存年金

４．每年 ｍ 次给付的年金

第五章：净保费与费用负荷理论（１０ 学时）

１．保费简介

２．均衡净保费
３．毛保费

第六章：净准备金及现金价值（１０ 学时）

１．准备金的意义和种类

２．均衡净保费责任准备金
３．修正的净准备金

４．影响准备金提取的因素及现金价值

第七章：损失模型与非寿险精算原理（６ 学时）

１．损失模型的基本概念
２．费率厘定基本原理
教学方式

３．信度理论

教学方式为课堂讲授，课上会进行原理讲解并进行练习。 课后以作业的方式
督促同学们进行复习。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 期中考试：（２５ 分） 主要考察学生对于前半学期的掌握情况，主要考察内容：
如何利用生命表估算，寿险和年金现值计算等。 （ 占用两个学时） ２． 平时作
业：（１５ 分） 每周一次作业，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作业。 主要考察学生平时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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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掌握程度，对概念是否理解以及应用计算的能力。 ３． 期末考试：（ ６０ 分）

全面考察学生对整个学期的知识掌握。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对寿险保费和准备
金的计算，了解最基本的损失模型与非寿险保费计算原理，以及熟练应用精算
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教材

寿险精算学基础，杨静平

参考资料

无

课程中文名称

金融会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会计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适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相关专业，旨在让本科学生学习掌握金融企业会
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在金融企业会计核算、会计报表编制以及财务报
告分析方面的实际操作能力。 其先修课程是《 会计学原理》 。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ｃｏｕｒｓｅ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教学基本目的

３ 学时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总论

应学时分配

第一节

金融企业会计概述

第二节

金融企业会计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金融企业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第一节

商业银行现金出纳业务核算 ３ 课时
现金出纳业务概述

第二节

现金出纳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现金库房管理

第三章

商业银行存款业务核算

第一节

存款业务概述

第二节

单位存款的核算

第三节

个人储蓄存款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存款利息的核算

３ 课时

经济学院
３ 课时

第四章

商业银行贷款业务核算

第一节

贷款业务概述

第二节

贷款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贴现业务的核算

第五章

国内支付结算业务核算

第一节

国内支付结算业务概述

第二节

票据结算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结算方式的核算

第四节

信用卡业务的核算

第五节

国内信用证的核算

第六章

外汇业务核算

第一节

外汇业务概述

第二节

外汇买卖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外汇存贷款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国际结算业务的核算

第七章

银行间支付清算业务核算

第一节

支付清算业务概述

第二节

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的核算

第三节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的核算

第四节

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的核算

第五节

同城票据交换的核算

第八章

证券公司业务核算

第一节

证券公司业务概述

第二节

证券自营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证券经纪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证券承销业务的核算

第九章

租赁公司业务核算

第一节

租赁业务概述

第二节

经营租赁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融资租赁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其他租赁业务简介

第十章

信托公司业务核算

第一节

信托公司业务概述

第二节

信托公司存款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信托公司贷款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信托公司投资业务的核算

第五节

其他信托业务的核算

第六节

信托损益的核算

第十一章

３ 课时

３ 课时

３ 课时

３ 学时

３ 课时

３ 课时

保险公司业务核算

６ 课时

５６５

５６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一节

保险公司会计概述

第二节

非寿险业务的会计核算

第三节

寿险业务的会计核算

第四节

再保险业务的会计核算

第十二章

３ 课时

期货公司业务概述

第二节

期货公司商品期货业务的核算

第三节

期货公司金融期货和其他期货业务简介

第十三章

基金管理公司业务核算

３ 课时

第一节

基金管理公司业务概述

第二节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发行与赎回的核算

第三节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投资业务的核算

第四节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业务损益的核算

第十四章

财务报告

３ 课时

第一节

财务报告概述

第二节

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

第十五章

教学方式

期货公司业务核算

第一节

财务分析与绩效评价方法

第一节

财务分析概述

第二节

绩效评价

３ 课时

课堂讲授：８０％；
小组讨论与报告：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占比：３０％ 期末考试成绩占比：７０％。

办法
教材

《 金融企业会计》 ，作者：关新红，李晓梅。

参考资料

无

课程中文名称

社会保险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财政学，保险学概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微积分、概率论

课程中文简介

“ 社会保险” 是财政学专业和保险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本课程主要介绍社会
保险的产生与发展，社会保险的内涵和外延；人口预测方法以及人口老龄化对
社会保险的影响；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能力和对储蓄
的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与投资；并专题介绍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经济学院

５６７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项目。 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能准确掌握和
运用社会保险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熟悉典型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及
其改革等内容，掌握社会保险领域的经典模型和文献，并能运用所学的理论和
政策解释和分析我国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ｙ － ａｓ － ｙｏｕ － ｇ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ｎ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ａｖ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ｅｒ’ 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教学基本目的

“ 社会保险” 是财政学专业和保险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学习该课程，使
学生准确掌握和运用社会保险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熟悉和掌握发达国家社会
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等内容，熟悉和掌握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制度
的发展、改革及其特点等内容，并能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政策解释和分析我国社
会保险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本章首先介绍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以及商业保险的关系，让同学厘清社会保

社会保险概述

险外延和内涵，接着介绍社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最后介绍社会保险的四种模
式。 这一章关键是让同学们理解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社会劳动者，并且通过
社会保险的发展历史看出各阶段不同国家对劳动者的定义的区别。

１． 风险、保险与社会保险，２． 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
３． 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４． 社会保险的模式
第二章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险

首先介绍人口预测的队列要素法，接着阐述世界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以
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险的影响。 这一章关键是学会人口预测的方法，并且
可以对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问题进行讨论。

１． 人口预测，２． 人口老龄化
第三章

社会保险基金

５６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社会保险就是把资金进行横向和纵向再分配的过程，因此社会保险基金的筹
资、投资和分配就很重要。 这一章要求同学们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企业年金
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概念和投资渠道进行区分，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现
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和对储蓄影响的不同。 这一章会讲述
社会保险领域的最经典文献，包括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５８） 的世代交叠模型，Ａａｒｏｎ

（１９６６） 的社会保险悖论，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６） 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和 Ｂａｒｒ（ ２００３） 的

福利国家经济学，还有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４） 著名的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的挤出效应，
这些文献需要学生重点学习。

１． 社会保险 ／ 社会保障基金概述，２． 社会保险 ／ 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
３． 社会保险 ／ 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
第四章

养老保险

这一章通过几个典型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历程和现状让学生了解养老保险的
几种模式以及适应的环境，并且能够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１． 养老保险概述，２． 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３． 基本养老保险的模式
专题：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专题：企业年金
第五章

医疗保险

这一章介绍医疗保险的市场失灵理论，并且介绍几个典型国家的医疗保险制
度，最后介绍我国的医改历程。 要求学生能够用理论知识对我国的新医改进
行思考。

１． 医疗保险的理论基础，２． 医疗保险模式，３． 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介绍我国农村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状况。
专题：农村社会保障
简单介绍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

教学方式

第六章

工伤保险

第七章

失业保险

第八章

生育保险

本课程组要通过教师授课、学生分组完成论文来进行。 开课初期学生自由组
成小组（４ ～ ６ 名同学一组） ，自定题目并在学期中期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经授课老师修改完善后按照开题报告的设计完成论文，并在学期末进行汇报。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考试（ 闭卷笔试） 占 ８０％；作业及课堂表现占 ２０％。
《 社会保险学》 ，作者：孙树菡。
《 社会保险学》 ，作者：史潮；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作者：Ｇｅｏｒｇｅ Ｅ． Ｒｅｊｄａ；
《 社会保险和经济保障（ 第六版） ———当代保险教材译丛》 ；
《 福利国家经济学》 ，作者：巴尔。

经济学院

５６９

课程中文名称

财政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财政学是研究政府收支活动及其对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经济学分
支，主要包括：财政学的福利经济学基础；市场缺陷与财政职能；预算方案的公
共选择；税收基本理论与税收制度；财政支出理论；公债理论；中央和地方财政
关系的协调等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ｂ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介绍中国财政制度和财政学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分析财政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 １ 周 导论

应学时分配

第 ２ 周 市场失效与公共部门存在的理由
第 ３ 周 预算方案的公共选择
第 ４ ～ ６ 周 公共支出分析
第 ７ 周 税收概论

第 ８ 周 税收归宿分析
第 ９ 周 期中考试

第 １０ 周 对货物和劳务的课税
第 １１ － １２ 周 对所得的课税
第 １３ 周 讲座

第 １４ 周 对财产的课税
第 １５ 周 公共债务
第 １６ 周 多级财政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第 １７ 周 复习总结
课堂教授为主

作业 ２０％，期中考试 （ 开卷） １０％， 论文 １０％ （ ５０００ 以内） ， 期末考试 （ 闭卷）

６０％。

《 财政学》 ，作者：刘怡。 （ 备注：含教材每章所附“ 进一步阅读的相关文献” 及
相关报刊。）

参考资料

暂无

５７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福利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之一重要分支。 从广义和本质上讲，它是一种“ 社会

生活方式的选择理论” ，它试图本着现实精神回答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问题，即，
在给定的人性、物质和历史文化条件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应当以怎样的方
式来组织其社会生活，以最大限度的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幸福。 一个更严谨
而明确的定义是，福利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如何在个体福利的基
础上定义社会福利，并如何合理的安排社会制度和运用公共政策来增进社会
福利的科学。
本课程为经济学院财政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旨在通过对现代福利经
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观点的介绍，以及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讨论，为学生思考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提供一个初步的理论基础，并培养学生
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社会经济现实进行观察与理论抽象的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 Ｉ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ａ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ｉｖｅ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１）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２）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ｂｙ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ｏｐｉｃ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ｅｒｍｅ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为经济学院财政系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旨在通过对现代福利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的介绍，以及对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公共政策的
讨论，为学生思考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提供一个初步的理论基础，并培养学生
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社会经济现实进行观察与理论抽象的能力。
本课程注重学生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估和思考，让同学们在讨论中形成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相互促进对公共政策的理解。 本课程除了介绍基本的理论之

经济学院

５７１

外，还会提 供 一 部 分 数 据 让 同 学 们 进 行 初 步 的 数 据 分 析， 采 用 的 软 件 是
ＳＴＡＴＡ。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计划与进度（ 北大校历周） ：
第 １ 周：福利经济学简介

第 ２ 周：基础计量经济学概览
第 ３ 周：面板数据介绍 Ｉ

第 ４ 周：面板数据介绍 ＩＩ

公共政策评估的实证研究方法
第 ５ 周：倾向性得分匹配

第 ６ 周：小组报告与讨论 １
第 ７ 周：双重差分法

第 ８ 周：小组报告与讨论 ２
第 ９ 周：合成控制法

第 １０ 周：小组报告与讨论 ３
第 １１ 周：断点回归设计

第 １２ 周：小组报告与讨论 ４
第 １３ 周：工具变量法
基本分析框架

第 １４ 周：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
第 １５ 周：公共品与外部性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第 １６ 周：新政治经济学与复习

教师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适量课程作业
四次平时作业 ２０％，小组报告 ３０％，期末考试（ 闭卷）５０％。

教材
参考资料

Ｍｏｓｔｌｙ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 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Ｊ．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Ｊ．Ｓ．
Ｐｉｓｃｈｋ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ｒｕｂｅｒ， Ｗｏｒｔｈ， ２０１２．
课程中文名称

统计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微积分

５７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课程内容分三大部分：描述统计学；概率基础；推论统计。 描述统计包括： 统
计数据的搜集和整理，统计数据的计算和分析；概率基础包括：概率与概本分
布的基本理论、模型和运算；推论统计包括：参数估计、参数检验、方差分析、统
计决策、回归和相关分析。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统计的基本描述方法，如统计
指数，时间数列分析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ｋｉｌｌ ｆｏｒ
Ｅｘｃｅｌ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ｃｈｅｃｋ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ｔｅｓｔ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ｕｓｅ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ｍａｙ ｌｏｏｋ ｌｉｋｅ ｕｎｄｅｒ ａ ｓｅｔ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ｄｒａ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概率模型、抽
样分布、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等数理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感性认识，
并能够根据具体任务和条件完成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初步的定量分
析。 本课程所有原理和方法的讲授，都将借助 Ｅｘｃｅｌ 软件来进行，要求学生掌
握 Ｅｘｃｅｌ 的统计功能以及初步了解 Ｓｔａｔａ 软件，从而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和实
际操作能力。 本课程的学习将为学生今后学习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计量经济
学、保险精算、财政学等课程奠定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绪论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统计和统计学介绍

１． 统计与统计学简介，２． 统计学分类及常用概念
３． 统计研究程序与数据搜集方法
第二讲

描述统计

第二章

数据整理

第三章

集中趋势和离中趋势

第三讲

推断统计

第四章

概率论简介

１． 数据分组

１． 集中趋势的计量，２． 离中趋势的计量，３． 偏斜度和峰度的计量
１． 随机事件与概率，２． 随机变量与概率分布，３．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４． 抽样理论基础，５．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６． 参数的假设检验
７． 样本容量的确定
第四讲

应用经济统计

第五章

方差分析

１． 单因素方差分析，２． 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３． 有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经济学院
第六章

５７３

分类资料分析———卡方检验

１． 卡方检验的基本原理，２． 卡方检验的应用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调查实验，案例讨论，上机操作。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出勤与表现 ５％，随堂测验 ５％，平时作业 ２０％，独立统计报告一次 １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考试 ６０％（ 开卷上机考试） 。

《 应用经济统计学》 ，作者：李心愉，袁诚。

《 Ｅｘｃｅｌ 在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作者：王文中；
《 Ｅｘｃｅｌ 统计分析与决策》 ，作者：于洪彦。

课程中文名称

公共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积分

课程中文简介

公共经济学是财政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程。 它教授财政学专业所涉及的主
要研究领域的基础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事实，是本专业的概论性课程。

公共经济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与财政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是一脉相承的，

但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重要的财政学家们就更愿意把财政学这门学科称
为公共经济学。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更名问题，它反映了对这一学科研究

范围、考察重点和分析方法的扩大、发展与更新。 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
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它无法解释、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而公
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和政府的
其它政策和活动对经济的影响，诸如关于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
称信息的问题和理论等，构成了政府如何实施政策和其活动范围和方式的理
论基础，诸如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再分配、跨代分析方法和技术
等，不仅大大丰富了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也构成了与周边许多学科的更加紧密
的互相联系的关系。 本课程就是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教授学生对这门学科
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一个全景式的、理论性的学习和掌握，通过
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为本专业其它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ｔａｘ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ｉｎｔｏ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ｔｏ 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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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教学基本目的

使同学们对当代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念、范围和方法等基本理论有一个
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为选修和学习其它公共经济学学科或相关经济学、政治
学、法学等学科的课程和知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均衡与效率：福利经济学定理；

应学时分配

公共部门统计和关于公共部门的理论；
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
外部性；
不完全竞争；
非对称信息；
投票：公共选择理论；
寻租；
最优性和可比性：对帕累托准则的深入考察；
不平等与贫穷；
商品税；
所得税；
税收逃避；
财政联邦主义；
财政竞争；
跨时有效性；
社会保障。
但由于学时所限，最后的几个部分有可能在本课程中来不及学习。

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课堂讨论，课程作业，适量读书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作业 ２０％，读书报告 ２０％，期末考试（ 闭卷）６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ｉｎｄｒｉｋｓ， Ｊ．，Ｍｙｌｅｓ， Ｇ． Ｄ．。

课程中文名称

预算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ｕｄｇ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

经济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５７５

预算就是以年度收支计划为核心的，反应政府未来预计财政经营状况的一系
列计划和报表，它同时涵盖着预算编制的原则、方法、政策等，是国家运作的指
导性文件，一经通过，各部门都必须严格执行。
从性质上看，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从形式上看，预算是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从内容上看，预算体现了政府集中分配财力的过程。
从作用上看，预算是国家宏观调控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程序上看，预算是通过政治程序形成的。
从与财政的关系上看，预算是财政运行的机制及其基本制度框架。
一个好的预算体系是一个国家平稳、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它同时包含着
一套完整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以让百姓了解政府这一年做了什么、准备做什
么，增强对政府的了解和信任。 它同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预算流程以及健全
的预算管理制度，监督和控制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审计与评价。
预算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角度去看预算，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解决预
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利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剖析和理解预
算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运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各方面的联系，作用的
机制和原理，这同时要求我们利用经济手段完善预算编制的过程，如何更合理
的制定预算控制数，如何优化预算编制原则（ 如采用零基预算） ，如何解决预
算编制过程中的周期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财政资金，如何将预算外资金纳入
统一管理，如何保证资金的高效利用，如何完善外部控制，如何清楚划分中央
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如何合理地评估预算的执行情况并对之后的工作提出指
导，这些都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可以利用的武
器，应充分利用我们学到的知识，解决预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理
论联系实际的过程，用学过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ｂｕｄｇｅｔ，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 ［ ｎ］ ｏ ｍｏｎｅｙ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ｂｕｔ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ｎｅｙ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ｉｍｅ ｔｏ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ｏｎ ａ ｃａｓｈ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ａｙｓ ａ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ａｎ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ｃｕｒ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０，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ａ ｎｅ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ｉ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预算经济学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经法定程序审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
财政收支计划，是政府筹集、分配和管理财政资金及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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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指编制、批准、执行、决算、审计结果的公布与评价等所有环节，实际上是
整个预算制度。 政府预算主要包括年度预算和多年预算，其典型形式是年度
预算。

特别是使学生掌握预算经济学的重要工具———政府会计。 作为政府财务报告
的重要手段，政府会计是预算管理的基本工具，对于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预
算手段的了解和把握对于学生以后从事外向型的预算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１．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２． Ｗｈ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３． Ｈｏｗ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４．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５．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ｙ
８．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９．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１０．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１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１２．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ｈ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１３． Ｗｈｙ ｗａ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ａｓｈ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ＦＹ ２００８？

１４． Ｈｏｗ ｄｉ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８ ／ ０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ｔｓ ｏｗ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６． Ｗｈａｔ ｉｓ “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ｓ” ？ Ｗｈｙ ｕｓｅ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ｓ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１７． Ｈｏｗ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ｓ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ｙｅａｒ －ｅ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１８．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ｏｎ ａｎ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
１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２０．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１．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２．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３． 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４． Ｎｅｘｔ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 ， ｐｐ． ３７ － ４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ｓ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经济学院

５７７

２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ｆｒｏｍ “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
（ １９９８） 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Ｔ． Ｍｅｙｅｒｓ （ Ｊｏｓｓｅｙ －
Ｂａｓｓ， １９９８ ） ， ｐｐ． ３５７ － ３８０． ［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ｍｅｉ ’ ｓ ２００７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 ｐｐ．
５３ － ５４． ］

ＧＡＳＢ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Ｎｏ． １ （ １９８７ ）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ｉｏｄ Ｅｑｕｉｔｙ” ， ｐｐ．２０ － ２２．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讲授 ６０％，讨论与研究报告 ２０％，资料阅读 ２０％。
最终闭卷考试 ７０％，平时成绩包括阅读、讨论与研究报告 ３０％。
《 政府预算管理》 ，作者：李燕；

《 美国政府会计准则研究》 ，作者：陈立齐。
参考资料

《 中国公共支出管理》 ，作者：张通。

课程中文名称

比较税收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比较税收学是从客观地介绍不同国家或地区税收理论和实务出发，运用科学
的比较方法，在国度或地区间，就有关理论与实务进行对照、比较、鉴别，研究
多国（ 地区） 税收现象，本质及其异同、联系和移植的税收科学。 它是税收学
的一个分支。

课程英文简介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ｕｓ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ａｘ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ａ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注重学生公共财政与税收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与技能的培养，
同时也注重本专业所需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与计量经济学、以及
公司金融、会计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思维的培养。 学生应熟悉财政
税务知识，了解公共经济政策，具备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运用水平、较强的数
据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并同时拥有有宽广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基
础。

５７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编

基础知识

应学时分配

第一讲

税收基础知识

第二编

中国税制

第二讲

中国税制改革

第三讲

中国现行税制

第四讲

香港税制

第五讲

台湾税制

第三编

外国税制

第六讲

美国税制

第七讲

日本税制

第八讲

法国税制

第九讲

德国税制

第十讲

印度税制

第十一讲
第四编

俄罗斯税制
税制比较

第十二讲

税收负担比较

第十三讲

税制结构比较

第十四讲

税种比较

第十五讲

税收征管制度比较

第十六讲

税收文化比较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学生成绩评定

考勤 １０％；作业 ２０％；笔试 ７０％。

办法
教材

《 中国税制概览》 ，刘佐，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 外国税制概览》 ，税科所，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参考资料

《 外国税制教程》 ，付伯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 外国税制》 ，王国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 税收制度国际比较》 ，陈志楣，经济科学出版社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杠杆———价格税收信贷的比较研究》 ，王大树，改革出版社
课程中文名称

保险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经济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５７９

本课程是保险法的入门课程，主要内容是保险合同法，并针对经济管理类学生
简要介绍民商法体系，合同法基本原理，及部分保险监管法。 本课程帮助保险
专业及其他经济管理相关专业学生了解保险合同的基本原理，及保险各方主
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课程适合于希望今后加入保险行业，或者从事与保险相
关的证券、咨询、投资、监管、社会保险管理、学术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同学。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ｖｅｒｓ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ａ ｓｍａｌｌ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ｕｉｔ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ｒ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保险法的入门课程，帮助保险专业及其他经济管理相关专业学生了
解保险合同的基本原理，及保险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课程适合于希望
今后加入保险行业，或者从事与保险相关的证券、咨询、投资、监管、社会保险
管理、学术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同学。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经济学院的法律课———法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以信息不对称为例
；２．民商法基础；３．保险法的历史和体系；４．新民法典与保险合同（２０２０ 特别课
程） ；５．保险合同的含义与形式；６．保险合同的要素；７．保险合同的订立；８．保险
合同的效力；９．保险合同的履行、变更和转让；１０．保险合同的解除、终止、解释
和争议处理；１１．案例辩论；１２．人身保险合同；１３．财产保险合同；１４．保险监管；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５．保险合同法的挑战。

课堂讲授（７０％） ；案例讨论和辩论（３０％） 。

课堂小测验： ８ 次，每次 ５ 分钟，口述 ５ 个问题，每题 １ 分，共 ５ × ８ ＝ ４０ 分。
案例辩论 １ 场：２０ 分， 小组得分 １５ 分：小组评分分五档 － Ａ１５， Ｂ１２， Ｃ９， Ｄ６，
Ｅ３；个人得分 ５ 分：个人评分分五档 －Ａ５， Ｂ４， Ｃ３， Ｄ２， Ｅ１。
案例分析作业 １ 次：２０ 分，评分分四档：Ａ２０， Ｂ１５， Ｃ１０， Ｄ５。

小组论文“ 新民法典与保险合同” ：２０ 分，评分分四档：Ａ２０， Ｂ１５， Ｃ１０， Ｄ５。
本课程无期末考试。
教材
参考资料

《 保险法》 ，作者：郑伟、贾若。

《 保险法学———理论与实务》 ，作者：李玉泉；《 民法》 ，作者：魏振瀛。

光华管理学院
课程中文名称

宏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宏观经济学从整体上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及规律。 它运用总需求分析、 总供
给分析等方法研究国民收入、利率、 就业和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经济总量的
决定及其变动。 包括 ＮＩＰＡ、乘数理论、ＩＳ － ＬＭ 模型、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财
政、货币和收入政策、消费函数理论、投资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
理论、政府支出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菲力浦斯曲线、经济增长理论等内容。 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可以掌握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法，能够
更加清楚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意图和作用方式，并对此作出恰当的分
析与评价。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ｔ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Ｓ － Ｌ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ｔａｕｇ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ｋｅｙ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Ａｓ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ｉｖｅｎ．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２．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３．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４．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５．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Ｄｅｍａｎｄ （ ＩＳ －ＬＭ ｍｏｄｅｌ）

６．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Ｓ －ＬＭ ｍｏｄｅｌ，７．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８．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

１０．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１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２． Ｍｏｎｅ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ｄｅｍａｎｄ
教学方式

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１４． Ｒｅ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光华管理学院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５８１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２０％；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３０％；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５０％。
《西方经济学（ 上、下） 》 ，作者：吴易风，颜鹏飞（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 教材） ；

参考资料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ｂｅｌ Ａ． Ｂ． ，Ｂ． Ｓ．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ａｒｒ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ａｎｓｏｎ 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Ｇ． Ｍａｎｋｉｗ。
课程中文名称

宏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宏观经济学从整体上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及规律。 它运用总需求分析、 总供
给分析等方法研究国民收入、利率、 就业和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经济总量的
决定及其变动。 包括 ＮＩＰＡ、乘数理论、ＩＳ － ＬＭ 模型、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财
政、货币和收入政策、消费函数理论、投资需求理论、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
理论、政府支出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菲力浦斯曲线、经济增长理论等内容。 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可以掌握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法，能够
更加清楚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意图和作用方式，并对此作出恰当的分
析与评价。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ｓｅｓ ｈｏｗ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ｔｈｅ

５８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Ｔｈｉ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ｉ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ｒｏｕｇｈ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１．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２．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３．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４．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５．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Ｄｅｍａｎｄ （ ＩＳ －ＬＭ ｍｏｄｅｌ）
６．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Ｓ －ＬＭ ｍｏｄｅｌ
７．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８．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ｙ，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２０％；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３０％；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５０％．

教材
参考资料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ａｒｒ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Ｂｒａｎｓｏｎ 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Ｍａｎｋｉｗ；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ｂｅｌ Ａ． Ｂ． ａｎｄ Ｂ． Ｓ．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课程中文名称

组织与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关于组织与管理的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同学们将能够获得
关于组织中的个体（ 人格、态度、动机、知觉等） 、群体和团队、以及组织层面和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的相关理论知识，为他们将来学习其他课程提供知识基础，
同时为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提供必要的准备。
课程英文简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光华管理学院

５８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１．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ｋｅ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２．１
２．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２．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３．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ｓ．

４．１
４．２

４．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５：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５．１
５．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宗旨是：传授知识，增进能力，启迪智慧。 总体而言，希望同学们
在以下方面取得进步：

１． 获得关于未来成为领导者的必要知识；

２． 获得关于组织中个体、群体与团队、组织运作等相关概念、理论等；
３． 提高团队合作的能力，提高在公众面前表达思想的能力；

４． 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取得进步，努力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不自私的人、有
胸怀的人、受人尊敬的人。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次课 Ｗｅｅｋ １ 本课程简介：组织与管理导论 Ｉ
第 ２ 次课 Ｗｅｅｋ １ 组织与管理导论 ＩＩ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第 ３ 次课 Ｗｅｅｋ ２

组织与管理的理论沿革 Ｉ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

第 ４ 次课 Ｗｅｅｋ ２

组织与管理的理论沿革 ＩＩ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ｓ Ｊｏｂ：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ｃｔ．
第 ５ 次课 Ｗｅｅｋ ３

领导：基本概念和理论 Ｉ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７；Ｃｏｌｅｍａｎ，

５８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ａ Ｌｅａｄｅｒ．
第 ６ 次课 Ｗｅｅｋ ３

第 ７ 次课 Ｗｅｅｋ ５

领导：基本概念和理论 ＩＩ

Ｌｅｄ ｂｙ Ｙｏｕ？

领导：中国特色 Ｉ Ｇｏｆｆｅｅ ＆ Ｊｏｎｅｓ，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ｎｙｏｎｅ ｂｅ

第 １０ 次课 Ｗｅｅｋ ５

领导：中国特色 ＩＩ
决策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ｉａｓ）
第 １２ 次 课 Ｗｅｅｋ ６ 自 我 与 社 会 认 知 Ｓｅｌｆ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第 １１ 次课 Ｗｅｅｋ ６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 ｓｅｌｆ ＆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ｒｒｏｒ， ＥＱ）
第 １３ 次课 Ｗｅｅｋ ７

第 １４ 次 课 Ｗｅｅｋ７

动机与激励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沟 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ｍ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ｃ．）
第 １５ 次课 Ｗｅｅｋ ８

说服与影响他人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第 １７ 次课 Ｗｅｅｋ ９

道德

第 １６ 次课 Ｗｅｅｋ ８
第 １８ 次课 Ｗｅｅｋ ９

权力

Ｐｏｗｅｒ （６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ｔｈｉｃｓ （ ｒｉｇｈｔ ｖｓ． ｒｉｇｈ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群体与团队 Ｇｒｏｕｐｓ ＆ Ｔｅａｍｓ （ ｆｏｒｍ，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ｇｏ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ｔｅａ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第 １９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０

战略管理：基本概念、核心议题与理论沿革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Ｐｏｒ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第 ２０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０

第 ２１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１

行业与市场结构及其动态演变

组织与环境 Ｉ：宏观环境与企业非市场战略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５；Ｐｏｒｔｅｒ ＆ Ｋｒａｍ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第 ２２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１

组织与环境 ＩＩ：行业环境与企业一般竞争战略

第 ２４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２

高管团队、战略过程、与企业动态竞争战略

第 ２３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２
第 ２５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３
第 ２６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３

组织内部分析、组织学习、与内外部组织匹配
组织创新：个体创造力

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３；Ａｂｒａｍｉ， Ｋｉｒｂｙ， ＆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第 ２７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４

组织控制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 １９；Ｓｉｍ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ａｎ

第 ２８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４

组织结构、流程与制度，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０；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

第 ２９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５

组织文化 Ｉ

第 ３０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５

组织文化 ＩＩ

第 ３２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６

组织与管理知识串讲

ａｇｅ ｏｆ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ｏｒ Ｆｉ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Ｏｓｏｎｏ， ａｎｄ

Ｓｈｉｍｉｚｕ：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 Ｔｏｙｏｔａ’ 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
第 ３１ 次课 Ｗｅｅｋ １６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组织管理与实践：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讨论

光华管理学院
教学方式

５８５

一、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和课堂报告相结合；传授知识与启迪智慧相结合。
二、 教学过程中 ＩＴ 工具等技术手段的应用

ＰＰＴ 为日常教学手段，同时根据课程需要使用网络作业批改与互动，等等。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 ｆ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ｗ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ｅａｃ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１０％）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ｔｔｅｎ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ａｎ ｇｅｔ ａ ｆｕｌｌ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ｆ ｈｅ ／ ｓｈｅ ｈａｓ
ｆｅｗ ｏｒ ｎｏ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ｏ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ｂ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ｂ）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９０％）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ｅｅｋ １
教材

ｔｏ １５．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Ｗｅｅｋ １５．

１． 《 管理学》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 Ｒｏｂｂｉｎ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９ 版） ，２００８；
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ｉｎ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５；
３．《 管理的实践》 ，彼得·德鲁克，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 组织社会学十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 中国企业的多元解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参考资料

１． 《 管理学》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 Ｒｏｂｂｉｎ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 ９ 版） ，２００８；
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ｉｎ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５；
３．《 管理的实践》 ，彼得·德鲁克，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 组织社会学十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 中国企业的多元解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课程中文名称

营销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５８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为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必修课，将系统地讲授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
及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时代市场营销的动态与发展趋势。 本课程以顾客价
值框架为基础，系统介绍移动互联时代营销如何创造顾客价值和获取价值回
报，其主要内容包括顾客价值导向的营销理念与战略；发现顾客价值；设计与
传递顾客价值；获取价值回报。

课程英文简介

暂无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１． 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

２． 了解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时代市场营销的动态与发展趋势，以及市场营销
的巨大变革；

３． 学会用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分析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４． 拓宽同学们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本课程包括以下内容，每次课 ３ 学时。
第一部分

价值导向的营销理念与战略

１ 营销：社交媒体与移动互联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２ 营销战略：顾客获取、保留与价值创造
第二部分

发现顾客价值

３ 管理营销信息：获取顾客洞察

４ 营销环境分析：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
５ 理解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
６ 理解商业市场与购买行为
第三部分

设计与传递顾客价值

７ 市场细分、选择与定位：为合适的目标创造价值
８ 期中考试

９ 产品与品牌策略：设计顾客价值

１０ 产品生命周期与新产品开发策略
１１ 定价策略：了解和捕捉顾客价值
１２ 渠道策略：交付顾客价值

１３ 营销沟通：精准传播与互动

１４ 网络与社交媒体营销：建立和维持直接、活跃与持久的顾客关系
第四部分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其它

１５ 可持续营销：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课程报告。

作业 ３０％，期中 ３０％，期末考试 ４０％。
涂平：《 营销学讲义》 ，光华管理学院，２０１８。

阿姆斯特朗和科特勒：《 市场营销学》 ，第 １２ 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

光华管理学院
参考资料

５８７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Ｄａｗｎ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
《 营销管理》 ，作者：科特勒等。

《 市场营销原理》 ，作者：Ｋｅｒｉｎ 等著，王成慧，曹亮译；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Ｋｅｒｉｎ， Ｈａｒｔｌｅｙ ａｎｄ Ｒｕｄｅｌｉｕｓ。
课程中文名称

公司财务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财务会计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公司理财的初级课程，介绍基本观念与技术，建立财务决策之分析架
构。 课程内容可分成两部分：１． 介绍报酬与风险概念、投资组合、市场效率、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基本观念与技术；２． 介绍资本预算决策、资本结构决策、
并购决策与实物期权等公司重要理财决策。

课程英文简介

无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了解报酬与风险的概念；

２． 学会投资组合的构成与市场效率的假说；

３． 掌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意义与计算方法；

４． 了解企业资本预算、资本结构与股利决策的理财观念；
５． 通过案例理解公司评价与理财决策。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ｅｋ １

简介（ 公司与金融）

Ｗｅｅｋ ３

公司与金融市场

Ｗｅｅｋ ２
Ｗｅｅｋ ４
Ｗｅｅｋ ５
Ｗｅｅｋ ６
Ｗｅｅｋ ７
Ｗｅｅｋ ８
Ｗｅｅｋ ９

Ｗｅｅｋ １０
Ｗｅｅｋ １１
Ｗｅｅｋ １２
Ｗｅｅｋ １３
Ｗｅｅｋ １４
Ｗｅｅｋ １５
Ｗｅｅｋ １６

放假
债券定价： 利率， 风险与现值
放假

股票定价 （ Ｉ）

股票定价 （ ＩＩ）

投资决策：净现值法

真实期权：期权介绍 （ 权证） 、期权定价（ 缴交作业）
期中考

投资决策：投资项目分析
风险与报酬、市场效率、套利、效率投资组合
资金成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多因子定价模型
股利政策與股利決定因素
融资策略理論（ 缴交案例分析报告）

资本结构決定因素、案例讨论 （ 缴交作业）

５８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教学方式

课程大班授课的部分主要由大班任课老师讲授与课堂讨论组成。 小班研讨的
部分由小班任课老师负责。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１．讨论班 ２０％
２．大班

（１） 作业与平时成绩 １６％ （ 两次作业、课堂参与）
（２） 期中考试 ２４％
（３） 期末考试 ４０％

教材

∗ 期末考试范围涵盖大班整个学期的授课内容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ｅｒｋ 与 Ｐｅｔｅｒ ＤｅＭａｒｚｏ 著， ２０１４，《 公司理财》 （ 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

（１） Ａｓｗａｔｈ Ｄａｍｏｄａｒａｎ， ２００１，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ｎｄ ，
Ｗｉｌｅｙ．

（２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 Ｂｒｅａｌｅｙ，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Ｃ． Ｍ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Ｊ． Ｍａｒｃｕｓ， ２０１１，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７ｔｈ ｅｄ．，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

（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 Ｒｏｓｓ，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Ｗ． Ｗ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Ｄ． Ｊｏｒｄａｎ， ２０１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０ｔｈ ｅｄ．， 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
（４） 上海交易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ｓｓｅｐｏｒｔａｌ ／ ｐｓ ／ ｚｈｓ ／ ｈｏｍｅ．ｈｔｍｌ
（５） 深圳交易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课程中文名称

公司财务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为公司理财的初级课程，介绍基本观念与技术，建立财务决策之分析架
构。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ｈｏｗ ｗｅｌｌ － ｃｒａｆ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ｉｍｐａｃｔ．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ｉｄ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ａ ｆｉｒｍ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光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Ｔｏｐｉｃ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ｐｉｃ ３：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ｂｏｎｄｓ

Ｔｏｐｉｃ ２：
Ｔｏｐｉｃ ４：
Ｔｏｐｉｃ ５：
Ｔｏｐｉｃ ６：
Ｔｏｐｉｃ ７：
Ｔｏｐｉｃ ８：
Ｔｏｐｉｃ ９：

Ｔｏｐｉｃ １０：

５８９

ＮＰＶ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ａ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Ｙｏｕ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ａｎ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 ｅ． ｇ． ｔｅ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ａｎｄ ／ ｏｒ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ｔｃ．） ｍａｄｅ ａｔ ａｎｙ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教学方式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ｃｌａｓ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ｏｎ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２０％，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 Ｔｕｅ Ｎｏｖ １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３０％，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５０％。
暂无

参考资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ｅｒｋ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ＤｅＭａｒｚｏ。

课程中文名称

管理科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在企业运营与发展过程中，数据、模型与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教
学目的旨在：１． 使学生掌握与数据、模型与决策相关的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２． 培养科学管理的思维能力；３． 以及熟练应用计算机管理数据、求解
模型的技能；４． 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经常需要面对的决策问题的能力。
第一部分 数据信息的管理方法

数据信息与企业运营，数据库系统，计算机语言 ＯＯＰ 模型，数据挖掘平台构建。
第二部分 规划论

５９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线性规划：本部分的重点。 图解法、单纯形法，建模，用计算机解题。 对偶规
划：本部分的重点。 对偶规划的概念，影子价格。 整数规划：学会建模，用计算
机解题。 介绍非线性规划。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及上机实习。
第三部分：图与网络分析
最小生成树、最短路、最大流、最小费用最大流、旅行商问题与中国邮递员问题
简介。 建立相应的线性规划模型并用计算机求解。 课堂讲解讨论、案例分析
及上机实习。
第四部分：决策论
决策法则、风险决策、决策树、效用函数与决策。 案例分析并用计算机求解。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１．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ｋｉｌｌｆｕｌｌｙ ｕｓ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４．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学生完成本课程后，应具备以下基本决策能力：

１． 管理数据的能力；２． 构建实证研究平台的能力；

３． 发现和分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可否用量化方案解决问题有基本判
断；４． 收集及挖掘数据、建模及应用计算机软件求解，并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解
释，必要时做灵敏度分析；５． 根据分析结果，撰写决策报告。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次

数据信息、企业经营、企业设计、企业再造（４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二次

数据库系统（４ 学时）

第三次

常见信息系统结构简介（２ 学时）

第四次
第五次

计算机语言 ＯＯＰ 模型与数据挖掘平台构建（６ 学时）
管理科学导言与线性规划图解法（４ 学时）

第六次

软件求解与单纯形法（４ 学时）

第七次

对偶规划及线性规划的敏感性分析（４ 学时）

第八次
第十次
第十二次

整数规划（４ 学时） ，第九次

网络优化（４ 学时） ，第十一次

图论（４ 学时）
决策分析（４ 学时）

排队论或统筹规划（４ 学时） ，第十三次

考试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计算机软件应用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 １５％（ 根据上课考勤和作业完成情况评定） ，期末闭卷考试 ８５％

办法
教材

（ 根据答卷评分） 。

《 管理信息系统》 自编教材。

《数据、模型与决策》 ，［ 美］ 弗雷德里克 Ｓ 希利尔，马克 Ｓ 希利尔编著，任建标
译，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 管理数学（ 下） ─运筹学》 ，蓝伯雄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光华管理学院
参考资料

５９１

（１）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ａｄｓｈｅｅ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ａｙｎｅ
Ｌ．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７。

（２） 《 管理运筹学》 ，韩伯棠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课程中文名称

成本与管理会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管理会计在企业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侧重于如
何运用管理会计信息帮助管理者进行计划、控制和决策。 本课程将介绍成本
的概念和基本核算方法、作业成本法、ＪＩＴ （ Ｊｕｓｔ － ｉｎ － Ｔｉｍｅ） 、本量利分析和预算
控制等现代管理工具。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ｌｐ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ｐｌ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ｓｔｉｎｇ， ｊｕｓｔ － ｉｎ －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教学基本目的

１、掌握成本的各种概念；２、熟悉各种成本核算方法；３、熟练运用本量利分析等
方法进行决策；４、掌握作业成本法、预算控制等现代管理工具。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ｅｋ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ｅｋ ２

Ｃｏｓｔｉｎｇ；Ｗｅｅｋ ４
Ｗｅｅｋ １１

Ｐｒｏｆｉ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Ｗｅｅｋ １０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Ｗｅｅｋ １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ｓｔｓ （１） ；Ｗｅｅｋ １４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Ｊｏｂ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ｓｔｉｎｇ； Ｗｅｅｋ ５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ｓｔｉｎｇ； Ｗｅｅｋ ６
Ｃｏｓ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ｅｅｋ ７ Ｃｏｓｔ － Ｖｏｌｕｍｅ －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ｅｅｋ ８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ｓｔｉｎｇ；Ｗｅｅｋ ９

教学方式

Ｃｏｓｔ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ｅｅｋ ３

Ｗｅｅｋ １６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ｓｔ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 Ｗｅｅｋ １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ｓｔｓ （２） ；Ｗｅｅｋ １５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老师讲授；案例讨论；模拟游戏．
期中考试，２５％；期末考试，４５％；案例报告，１５％；课后练习，７％；Ｅｘｃｅｌ ８％。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作者：Ｒａｙ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ｒｉｃ Ｎｏｒｅｅｎ，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ｅｗｅｒ。

５９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中级财务会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财务会计

课程中文简介

该课程运用初级财务会计中揭示的概念、原则与方法，全面阐述一个企业在持
续经营条件下，引起财务报表要素变动的主要交易、事项和情况的会计处理
（ 涉及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所有程序，而以确认和计量为重点） ；该企业整

套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编报；另外还探讨财务会计领域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从而为进一步学习高级会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ｏｎｅ

教学基本目的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

１．熟悉会计准则体系；

２．掌握主要会计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
３．掌握会计报表的编制及其会计信息披露；

４．培养职业判断能力，提高解决会计实务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财务会计和会计准则

４ 学时；２．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５ 学时；４．现金与应收账款

时；７．无形资产

４ 学时；８．负债

学时；１１．每股收益

６ 学时；５．存货

５ 学时；９．投资

３ 学时；１２．收入确定

８ 学时；３．财务报表

７ 学时；６．固定资产

３ 学时；１０．股东权益

２ 学时；１３．现金流量表

６学
４

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个别章节采用学生研讨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１０％；问题研讨，１０％；课后作业，１０％ － ３０％；期末闭卷考试，５０％ －

办法
教材

７０％。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作者：Ｋｉｅｓｏ ／ Ｗｅｙｇａｎｄｔ ／ Ｗａｒｆｉｅｌｄ．

参考资料

《 企业会计准则》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课程中文名称

财务报表分析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初级财务会计

光华管理学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５９３

本课程是会计信息分析与证券投资方面的高级课程，适合于准备从事证券投
资、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产业投资、或公司财务工作的同学选修。 选修的同学
应该上过，或相当于上过，初级财务会计方面的课程。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ｏｎ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可以对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证券投资方法有一个全
面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科学的盈余预测和股票价值评估方法。
本课程的核心成果是一套同学自己开发的 Ｅｘｃｅｌ 股票定价系统，和写作的投
资分析报告。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ｅｋ １
Ｗｅｅｋ ３

会计信息与证券市场；Ｗｅｅｋ ２

基于价值评估的损益表回顾；Ｗｅｅｋ ４

回顾；Ｗｅｅｋ ５
Ｗｅｅｋ ７

Ｗｅｅｋ １０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Ｅｘａｍ。

基于价值评估的资产负债表回顾；
基于价值评估的现金流量表

基于价值评估的非财务信息分析；Ｗｅｅｋ ６

投资风险分析；Ｗｅｅｋ ８
盈余预测；Ｗｅｅｋ １１

赢利能力分析；

盈余特征与盈余质量；Ｗｅｅｋ ９

证券价值评估；Ｗｅｅｋ １２

盈余管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教师讲课；小组讲演；案例分析。
本课程所要求的工作量较大，学生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具有基本的数据处理
能力，会利用 Ｅｘｃｅｌ 或 ＳＡＳ 等工具分析数据。 同时，学生应该发展写作有专业
水平的研究报告的能力。 本课程的作业由两个研究报告组成。 第一个报告是
公司分析。 第二个报告是股票交易策略设计。 具体的要求将逐步给出。 请同
学们分成 ５ 人的小组，按小组做作业。 以培养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通过演
讲报告提高演讲能力。

教材
参考资料

《 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投资》 ，作者：姜国华

《 滚雪球 － 巴菲特传》 ；《 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定价》 ，作者：斯蒂芬 － 佩因曼
（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ｅｎｍａｎ） 著，刘力、陆正飞（ 译） 。

课程中文名称

财务报表分析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 财务会计》 或《 会计学》 ，学生已经掌握了会计学基础知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并在此基础

识，本课程在此基础上教授学生分析财务报表。

上开展企业主要业务的财务信息分析，杜邦分析，盈利能力分析，帮助学生掌
握分析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状况的方法和体系。

５９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ｅｌ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 ｆｉｒｍ ｀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ＤｕＰｏ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ｈｅｌｐ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１． 使学生掌握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框架；２． 使学生从财务报表分
析中发现经营问题；３． 锻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财务方案。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的内容从财务信息在经济与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出发，有的放矢地

应学时分配

分析财务报表信息。 涵盖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三大表分析，及
在此基础上的重要经营科目财务分析。 学生对每个科目的分析深入后，可以
把报表数据和企业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本课程的特点是财务分析要与企业经营投资等决策问题结合起来，不能以财
务报表论财务报表，同学要把自己放到管理者、决策者的角度看财务报表，分
析财务报表，发现经营问题，提出财务解决方案。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３ 学 时 ） ； ２．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 ３ 学 时 ） ； ３．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３ 学时） ；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ｓ （ ３ 学时） ；５．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３ 学时） ；６． ＤｕＰｏ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３ 学时） ；７．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ｓｓｅｔｓ （３ 学时） ；８．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ｓｓｅｔｓ （３ 学时） ；９． Ｌｏｎｇ － ｌｉｖ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２ 学时） ；

教学方式

１０．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２ 学时） ；１１． Ｏｗｎｅｒｓ’ ｅｑｕｉｔｙ （２ 学时；另外有习题课 ６ 学时。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 占课堂教学量的 ８０％） ，案例分析为辅（ 占课堂教学

量的 ２０％） 。 可否作业采用对同一家代表性企业财务报表跟踪分析的形式，
要求学生一个学期课程中对该企业财务信息的各个方面结合课程内容给与分
析，结束后对整个企业有明细的财务认识、发现问题，提出财务解决方案。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末考试（ 闭卷，占 ６０％） ；平时作业（２０％） ；课堂参与（２０％） 。

教材

《 财务报表分析（ 英文版） 》 ，作者：宋小明，Ｋ．Ｒ．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ｍ，Ｊｏｈｎ Ｊ． Ｗｉｌｄ。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高级财务会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请详见英文简介

光华管理学院
课程英文简介

５９５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Ｕ． 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ｄ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Ｃｌａｓ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ｌａｓ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Ｙｏｕ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ｌａｓｓ ｂｙ ａｓｋｉｎｇ ｏｒ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Ｉｆ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ｔ
ａ ｃｌａｓ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ｎｄ ｍｅ ｅｍａｉｌ ｆｏｒ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ａｎｄｏｕ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ｍｉｔ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ｂｅｌｏｗ．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ｒａｄ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ｎｏ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Ｌａｔ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Ｑｕｉｚｚ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ｏｎｅ ｏｒ ｔｗｏ ｑｕｉｚｚ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Ｅａｃｈ ｑｕｉｚ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５ － ２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ｉｚｚｅｓ ａｉｍ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５ － ６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ｕ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ｏ 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２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ａｍ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Ｔｈｅ ｅｘａ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ｉ．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 ， ｅｓｓａ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ｒ ／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ｅｘａ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ａ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０．

５９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方式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 －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Ｃｌａｓ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５％；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１５％； Ｑｕｉｚｚｅｓ， １５％；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５％；Ｅｘａｍ，５０％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作者：Ｈｏｙｌｅ，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 Ｄｏｕｐｎｉ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作者：Ｆｉｓｃｈｅｒ，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作
者：Ｊ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ｅｙ．

课程中文名称

审计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审计学课程涵盖了审计理论与思想的发展史、审计职业的变迁、审计知识的精
华以及近年来重大审计事件的深度分析，在基础理论成果基础上，进行了时代
性更强、实战色彩更浓的提升，无论对于即将进入审计师行业的学生，还是审
计业务的实践人员，都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课程英文简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１．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ｋｅ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２．１
２．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２．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３．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光华管理学院

５９７

３．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ｓ．
４．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４．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５：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５．１
５．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５．３

教学基本目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审计职业是随着资本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产生
的直接原因是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 工业文明社会逐渐被信息文明
社会所取代，在信息爆炸、信息垃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信息的搜寻成本与验
证成本越来越大，市场迫切需要来自企业外部的独立、客观、公正的第三者对
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的合法性与公允性作出判断。 本课程将帮助学生理解审
计职业的社会价值与未来的发展轨迹。

２、财务信息舞弊具有流行性与市场性，受丰厚经济利益的驱动，在经济活动中
历来存在着五花八门的错误与舞弊。 每当新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税收制
度出台，错误与舞弊就会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形式和特征出现，影响到企业经
营管理的真实合法性和市场经济秩序的“ 公开、公平、公正” 。 上市公司的舞
弊手段虽然变化多端，但是仍然有某些共性特征和规律可循。 企业哪些环节
更容易出现舞弊？ 企业的管理控制制度、组织结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防止舞
弊？ 审计人员如何利用统计和抽样技术，在降低审计风险的同时提高审计效
率？ 注册会计师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怎样？ 本课程将在这些重点环节作深入
的讲解，培养学生具备查验舞弊的基本方法与技巧。

３、本课程将包括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责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技术、注册会计师
的审计方法、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发展等多个部分，帮助学生学习和了解注册会
计师的个人专业素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特殊的职业感觉。 本课程能够帮助
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审计行业的轮廓与框架，从技术上掌握统计原理的运用，并
培养严谨、规范、敏感、灵活的审计学运用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特点；第二章 注册会计师管理制度；第三章 注册

应学时分配

会计师法律责任；第四章 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第五章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和
概念框架；第六章 审计、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第七章 审计目
标；第八章 审计计划；第九章 审计证据；第十章 审计抽样；第十一章 信息技
术对审计的影响；第十二章 审计工作底稿；第十三章 风险评估；第十四章 风

５９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险应对；第十五章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第十六章 采购与付款循环审计 ；第
十七章 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第十八章 人力资源与工薪循环审计；第十九章
投资与筹资循环审计；第二十章 货币资金审计；第二十一章 对舞弊和法律法
规的考虑；第二十二章 审计沟通；第二十三章 注册会计师利用他人的工作；第
二十四章 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第二十五章 完成审计工作；第二十六章 审计
报告 ；第二十七章 特殊审计领域；第二十八章 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
学时分配：每章 ２ 小时。

教学方式

１、课堂讲解：按照章节设置分 １６ 次讲解，配合使用投影和幻灯胶片，并在课堂
上随机布置练习题，以巩固计算方法。

２、案例报告：为了建立学生与教师之间动态全方位的交流沟通方式，本课程教
学将设置 ２ 次案例讨论。 案例包括舞弊实例讨论、会计新业务的审计要点、会
计师职业道德讨论。 案例讨论着重强调表现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审计观
念的独特视角。 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开会讨论案例，写会议记录和书面讨论
报告，并为每个成员进行角色分工。 会议记录体现小组成员在形成最终观点
中的贡献，书面讨论报告体现最终成果。 案例讨论课用抽签的方法选出一个
团队上台为大家作报告，团队全体成员都要参与报告，时间为 ２０ 分钟，结束后
为自由提问时间，其他每个团队发问然后报告小组回答，每组时间 ５ 分钟。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末总成绩 ＝ 课堂练习 ２０ 分 ＋ 期末试卷 ６０ 分 ＋ 案例讨论 ２０ 分
２０１１ 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审计》 。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作者：Ｒｉｃｃｈｉｕｔｅ ； 《 财务会计税收舞弊手段与审
查方法》 ，作者：陈关亭；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作者：Ｄｏｎａｌｄ Ｈ． Ｔａｙｌｏｒ
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ｌｅｚｅｎ．

课程中文名称

高级管理会计

课程英文名称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ｎｏｎｅ

课程中文简介

无

课程英文简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 ａ ｋｅ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 “ ｉｎ

光华管理学院

５９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ｗｈａ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ｒ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ｈｏ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ｏ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 ａ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ｏｎ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Ｕｐ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１）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ｇｒａｓ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３） ｆｏｒｍ ａ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

（５） ｕｓ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６）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ｓｔ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６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８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１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ｙｏｐｉ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
教学方式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２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ｓ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２０％；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４０％； Ｃｌ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２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作者：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Ｋ．Ａ．， ａｎｄ Ｗ．Ａ．， 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ｔｅｄ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６０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参考资料

Ｃｏｓ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作者：Ｈｏｒｎｇｒｅｎ， Ｃ．Ｔ．， Ｓ．Ｍ． Ｄ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Ｍ． Ｒａｊ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作者：Ｈｏｐｐｅｒ， Ｔ， Ｄ． Ｎｏｒｔｈ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Ｒ． Ｓｃａｐｅｎｓ （ Ｅｄｓ） ．

课程中文名称

计量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全面地阐述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紧跟学科前沿，是同学们进行各类管理学研究必备的量化研究工具。

课程英文简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１．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ｋｅ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２．１
２．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２．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３．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ｓ．
４．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４．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５：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光华管理学院
５．１
５．２

６０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５．３

教学基本目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通过该门课程的教学， 要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础的理论知识， 并能够
建立实用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模型， 掌握并能运用所学方法， 对实际问题进行
建模分析。 课程理论与实际应用并重， 既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知识， 又要注
重经济计量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 其目的是， 通过学习， 掌握计量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 训练学生运用计量方法， 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创造的思
维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 培养学生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 学习和实践现代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用定量的方法分析， 解决实际经济生活中有关经济学
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ｙｌｌａｂｕｓ：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ｏｒｓ；
５．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６．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７．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８．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ｔａ；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每周授课 ３ 学时， 每周留适量作业。

平时作业 ３０％；期中考试 ３０％； 期末考试 ４０％。 期末考试时间将由学院指定。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作者：Ｊ．Ｈ．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Ｗ． Ｗａｔｓｏｎ．

参考资料

课程中文名称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６０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简介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这门课程研究市场的运行，是微观经济理论的延伸和
发展。 我们在本课之中的主要讨论对象是垄断市场和寡头竞争市场。 对于垄
断的情况，我们讨论垄断企业的定价战略；垄断与社会福利等问题。 对于寡头
竞争的情况，我们讨论同质产品寡头竞争；差别产品寡头竞争；以及市场集中、
市场进入与进入壁垒等问题。 我们还要讨论产业政策， 尤其是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ｏｎｅ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的学习，希望学生对于这门学科形成一个基本认
识，学习使用互动决策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分析问题。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周

０． 引论
第 １－４ 周

１． 非合作博弈论初步与包络定理

１．１ 博弈的表述；１．２ 博弈的解概念；１．３ 包络定理。
第５周

２． 技术，生产成本与需求

２．１ 技术与成本；２．２ 需求函数；２．３ 消费者剩余：拟线性效用。
第６周

３． 完全竞争

３．１ 非递增规模报酬；３．２ 递增规模报酬；３．３ 边际成本定价与社会福利。
第 ７－８ 周
４． 垄断

４．１ 垄断的利润最大化问题；４．２ 垄断与社会福利；４．３ 歧视性垄断；４．４ 卡特尔
与多工厂垄断；４．５ 耐用品垄断。
第９周

５． 同质产品市场

５．１ 库尔诺市场结构；５．２ 序贯行动；５．３ 伯特兰市场结构；５．４ 库尔诺对伯特
兰；５．５ 自我执行的合谋；５．６ 同质产品国际贸易。
第 １０ 周

６． 差别产品市场

６．１ 两种差别产品；６．２ 差别产品的垄断竞争；６．３ “ 选址” 模型；６．４ 逆转需求系
统；６．５ 线性城市中的均衡。
第 １１ － １２ 周

７． 集中，兼并与进入壁垒

７．１ 集中的度量；７．２ 兼并；７．３ 进入壁垒；７．４ 进入遏制；７．５ 可竞争市场；７．６ 兼
并与反垄断法；７．７ 进入遏制与反垄断法。
第 １３ － １４ 周

８． 研究与开发

光华管理学院

６０３

８．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的分类；８．２ 创新竞赛；８．３ 研究与开发中的合作；８．４ 专
利；８．５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８．６ 政府与国际研究与开发竞赛。
第 １５ － １６ 周

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简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８０％） ；讨论（２０％） 。

学生成绩评定

作业：２０％；讨论：２０％；期末考试：６０％。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作者：Ｂｅｌｌｅｆｌａｍｍｅ， Ｐ． ａｎｄ Ｐｅｉｔｚ，
Ｍ；

《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泰勒尔；《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作者：张维迎；《 现代
产业组织》 ，作者：卡尔顿与佩罗夫；
课程中文名称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是为大三本科学生开设的，主要讨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公共
财政以及政府政策。 在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课程
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基本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一国经济
的。 在内容选取上，我们会覆盖一些理论分析，来解释政府为何要干预市场经
济以及政府支出、税收项目是如何影响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福利的。 与此
同时，本课程也会涉及一些现实经济政策的讨论，比如医保改革、社保改革以
及税收改革等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ｓｅｔ ｏｆ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ｔ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ｉｔ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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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公共财政的基本理论，为学生利用经济学工
具分析各种政府政策问题打下基础。 本课程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他们
感兴趣的问题，为今后完成本科论文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课程介绍，１ 周；福利经济学引论，２ － ３ 周；政府干预与市场失灵，４ － ５ 周；公共
选择与政治经济学，６ － ７ 周；赋税归宿以及最优税收理论，８ － １０ 周；社会保险，

１１ － １４ 周；财政联邦制与地方政府财政，１５ 周；期末考试，１６ 周。
以讲授为主，辅以文献阅读和讨论。

研究报告：１５％；作业成绩：２５％；期末考试：６０％。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作者：Ｒｏｓｅｎ ａｎｄ Ｇａｙｅｒ；《 公共财政概论》 ，作者：编写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作者：Ｇｒｕｂ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作者：Ｈｙ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作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课程中文名称

劳动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为什么美国工人人均劳动年小时数 １８００，而欧洲只有 １３００ 多？ 为什么世界范
围内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最近 ３０ 年不断上升？ 多念一
年书，预期会使得你的收入增加多少？ 城市化的驱动力在哪里？ 这门课就是
回答相关问题的。 这是一门关于劳动经济学及政策分析的基础课程，属于入
门和介绍性。 这门课强调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与利用简单计量工具进行实
证研究。 这门课比较注重增强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分析能力。 内容将主要
包括劳动供给和需求，税收和福利政策，人力资本，健康，教育，收入分配不平
等，劳动力流动，失业，企业内的劳动激励，人口变迁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Ｗｈｙ ａ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ｔ １８００ ｈｏｕｒｓ ｐｅｒ ｗｏｒｋ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 ３０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ｗ －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ｄｏ ｙｏｕ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ｏｕ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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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ａｘ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１，使得学生熟悉劳动市场各方面的经济现象以及政策

２，使得学生能够熟悉使用微观经济模型对相关领域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做出分
析

３，使得学生初步具备将经济理论与数据结合起来，展开对重大问题的经验研
究和讨论。

４，使得学生能将与劳动市场有关的知识，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有助于
对经济问题和决策的深刻把握。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ｅｋ １ 介绍；Ｗｅｅｋ ２ 劳动市场概述；Ｗｅｅｋ ３ 劳动供给 １；Ｗｅｅｋ ４ 劳动供给 ２；
Ｗｅｅｋ ５ 劳动需求；Ｗｅｅｋ ６ 工资差异；Ｗｅｅｋ ７ 人力资本理论：教育 １；Ｗｅｅｋ ８ 人
力资本理论：教育 ２；Ｗｅｅｋ ９ 健康与财富；Ｗｅｅｋ １０ 劳动力流动和移民；Ｗｅｅｋ

１１ 收入分配不平等；Ｗｅｅｋ １２ 企业和劳动激励；Ｗｅｅｋ １３ 失业；Ｗｅｅｋ １４ 劳动
市场制度：工会，最低工资，合同；Ｗｅｅｋ １５ 工资结构，技术进步和劳动市场制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度；Ｗｅｅｋ １６ 人口变迁，劳动力市场和增长。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Ｃｌａｓｓ Ａｔｔｅｎｄａｎｃｅ， １０％；

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ｅｔｓ，２０％ ，Ｅａ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ｅ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３ ｏｒ ｍｏ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ａ

ｎｅ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ｏｓ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ｅ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ａｎｄｅｄ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ｔｈｒｅｅ ｗｅｅｋ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０％；
教材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６０％。

《 劳动经济学》 ，作者：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ｒｊａｓ。

参考资料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作者：Ｌｏ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

课程中文名称

货币金融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比较系统地阐述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领域的一些主要问题，目的是
让大家认识货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理解金融系统在提供风险分
担（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流动性（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和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等金融服务方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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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能；审视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的运转机制，以及它们在货币
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大家看清作为资金融通中的货
币是如何“ 窜行” 于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体现它作为经济运行“ 血液” 的功
能。 货币、利率、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等是宏观经济学的
重要范畴和内容，这与本课程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但本课程将更注重分析它
们所涉及的运行和传导过程中的问题。 本课程中有关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
业务、功能、组织与管理等内容也是“ 商业银行管理” 和“ 中央银行” 课程的内
容，但后者更注重有关操作性、实务性的具体业务；关于金融市场及其行为主

体的内容在《 投资学》 、《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等课程中有具体、详细的论述，
而且讲解具体的投资分析方法和金融市场实务运作方面的知识。 《 货币金融
学》 的内容主要是概念性、理论性、框架性的知识，为金融学的各“ 专业” 课程
做一些准备、建立一个知识框架，各“ 专业” 课程是其相关内容的进一步拓展
和深化。 所以，货币金融学既是各“ 专业” 课程的基础，又提供了“ 整合” 各专
业知识的一个综合框架。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ｏｎｅ

教学基本目的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

１．正确理解货币、信用、利息、风险、流动性等概念的内涵以及在现代经济体系
中的作用。

２．理解金融系统在提供风险分担、流动性和信息等金融服务方面的功能
３．了解各金融市场的特征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历程
４．掌握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及其风险管理原理。

５．掌握银行监管的理论演进，新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６．理解货币供给与需求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模型。

７．掌握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和理论工具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特别是中国的
情景。

８．学会阅读分析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９．掌握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能够以此分析现实货币政策
的意图、传导渠道和实施效果。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章：导论；第 ２ 章：信用与信用制度；第 ３ 章：货币与货币制度；第 ４ 章：利
率及其决定；第 ５ 章：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第 ５ 章：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第 ５

章：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第 ６ 章：商业银行；第 ７ 章：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第

７ 章：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第 ８ 章：金融监管；第 ８ 章：金融监管；第 ９ 章：货币
需求与货币供给；第 ９ 章：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第 １０ 章：货币与通货膨胀；第

教学方式

１１ 章： 金融发展与金融危机；我国现实金融问题探讨。

课堂讲授为主（ 部分内容拟邀请业界人士参加讨论） ，附加课后阅读材料，小
组讨论与学期论文写作。 有些问题要求并且需要大家积极参与、共同讨论。

光华管理学院

６０７

学生成绩评定

课堂参与及作业，３０％（ 督促检查学生对基本理论框架、分析方法的掌握；小组

办法

学期论文，２０％（ 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潜质；期末

教材
参考资料

闭卷考试，５０％（ 综合考察学生本课程的学习效果）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作者：Ｍｉｓｈｋｉｎ， Ｆ． Ｓ．

《 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 ，作者：巴里？ 艾肯格林；《 货币银行学》 ，作

者：姚长 辉 ； 《 货 币 银 行 学》 ， 作 者： 易 纲， 吴 有 昌；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Ｃｒａｓｈ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ｉｅｓ， 作 者： ＲＯＧＥＲ Ｅ． Ａ．
ＦＡＲＭＥＲ；《１３ 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 ，作者：西蒙？ 约翰逊
郭庾信；《 大乱有大治：如何治理美国的金融系统》 ，作者：罗伯特？ 博森；《 逃
不开的经济周期》 ，作者：费希尔？ 布莱克；《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作
者：拉古拉迈？ 拉詹 路易吉？ 津加莱斯。

课程中文名称

证券投资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无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ｅｇｉｎ 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ｋ －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ｌ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ｅ．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ｏｎｄｓ）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ｉｓｋ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ｅ．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ｏｃｋ）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ｎ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ｏｋｂｏｏｋ ｓｔｙｌｅ “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ｃｔｕｒｅ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ｌｅｓ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Ｃｈｏｉｃｅ， １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Ｍｅａｎ －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ｒｉｃｉｎｇ

（ ＣＡＰＭ） ，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ｒｉｃｉｎｇ （ ＡＰＴ） ，１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１
教学方式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 ｆｕｔｕｒｅｓ） ，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 ｏｐｔｉｏｎｓ） ，４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ｄｅｏ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６０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ｎｇ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ｏｐ Ｑｕｉｚ，２０％；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１５％；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３０％；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４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作者：Ｂｏｄｉｅ， Ｚｖｉ， Ａｌｅｘ Ｋａ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Ｍａｒｃｕｓ．

参考资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课程中文名称

证券投资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严格对待安全投资和投资组合管理的核心概念和技能。 主要关注的是
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将以平均差异框架进行分析。 沿着这条线，资产定价
的两个主要理论将被解释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 对这两种
理论的实证检验也将进行讨论。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基础经济学，统计学和
金融学。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ａ ｍｅａ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教学基本目的

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 ｔ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ｋｓ ｙｏｕ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ｙｏｕ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２．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ｌｉｄｅ ｓｈｏｗ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ｔｏｄａｙ’ 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ｏｎ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 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 ｓｋｉｌ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ｆ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Ｃａｓｅ １］
ＣＡＰＭ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１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Ｃａｓｅ ２］

光华管理学院

６０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ｓｅ １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２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Ｃａｓｅ 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Ｃａｓｅ ４］
Ｔｅ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ｓｅ 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４
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ａｓｅ ５ ／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教学方式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学生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结合期末考核。

办法
教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作者：Ｂｏｄｉｅ， Ｋａ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ｕｓ．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金融工程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系统地讲授金融工程方向的概念、原理与应用。 课程的内容包括金
融产品和技术开发的基本原理和实践、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金融衍生产品的
交易等。 课程中涉及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远期、期货、互换和期权等基本衍生
工具，以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创新产品。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ｅｔ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ｓｗａｐ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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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金融工程概论，３ 学时；２

期货与中长期国债期货，３ 学时；４
学时；６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短期利率

股票指数期货及应用，３ 学时；５

期权市场与动态对冲，６ 学时；７

权交易，３ 学时；９
教学方式

远期定价与期货市场设计，３ 学时；３

互换，３

投资组合保险策略，３ 学时；８

信用衍生工具，３ 学时；１０

期

案例讨论，６ 学时。

课堂讲授（８０％） ；案例讨论（２０％） 。

平时作业：１０％；案例讨论：２０％；期末考试： ７０％。
《 期权、期货 及 其 他 衍 生 产 品》 ， 作 者： 约 翰 Ｃ． 赫 尔 （ Ｊｏｈｎ Ｃ． Ｈｕｌｌ ） ， 王 勇
（ 译） ， 索吾林 （ 译） 。

参考资料

《 金融工程案例》 ，作者：罗伯特．莫顿。

课程中文名称

国际金融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主要分析企业和个人在国际上的金融决策。 课程的主旨是从国际金融市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ｄｅａｌ

场的角度，来学习企业如何在国际范围内作出投资和融资决策。 在国际市场
上，企业会遇到很多平常在国内市场碰不到的机遇和问题，例如汇率风险等，
如何解决这些国际市场的问题和把握这些机遇也将是本课的主要内容。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ｉｓ ｏｎ ｈｏ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ｓｅｅｎ ｂｙ ｐｕｒｅｌ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教学基本目的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ｏｎ ｈｏ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ａｒｅｌｙ ｓｅｅｎ ｂｙ ｐｕｒｅｌ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ｅｒ：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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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ｒｍ；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８．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教学方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ｏｎ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ａ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ａｎｄ ａ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公司财务或货币金融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两部分内容。 金融市场部分将讨论一级
市场与二级市场的组织与微观结构，以及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国债市场、公司
债券市场、市政证券市场等各个金融工具的子市场。 金融机构部分将讨论商
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公司等非存款性金融机
构。 本课程的特色是既把握现代西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的最新
发展，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描述与分析中国相应领域的历史变迁与现时问
题。 既有基本理论与市场运行的框架性介绍，又有切中国内外金融市场与机
构热点问题的深入探讨。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ｏｎｅ

教学基本目的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

１．运用基本金融经济学理论解释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是如何运行的；２．说明中
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发展的现状、历程及其原因；３．说明不同的金融机构 －
如银行、保险、金融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等 －的业务与管理特点，分析它们
之间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４． 用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分析如何对商业银行进
行监管；５．理解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现象：如 ＩＰＯ 抑价、投
资基金的表现、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等；６． 解释金融市场的组织与微观结构，如
股票发行过程，交易市场的结构，做市商制度与竞价制度等；７． 分析比较不同
的货币市场工具的特点；８．理解国债的发行与交易市场制度；９．解释公司债券
市场的组成与特点。

６１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９月９日

９ 月 １６ 日
９ 月 ２３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０ 月 ７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１ 月 ４ 日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２ 月 ２３ 日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第一章：导论
第二章：存款性金融机构（ 上）
第二章：存款性金融机构（ 中）
第三章：存款性金融机构（ 下）
国庆放假
第三章：非存款性机构（ 上）
第三章：非存款性机构（ 中）
第三章：非存款性机构（ 下）
第四章：市场组织与结构（ 上）
第四章：市场组织与结构（ 中）
第四章：市场组织与结构（ 下）
第五章：股权市场（ 上）
第五章：股权市场（ 下）
第六章：货币市场
第七章：财政证券市场
第八章：公司债券市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８：３０ － １０：３０

课堂讲授为主，个别章节将邀请金融业界成功人士参与讨论。
作业与课堂参与：４０％；期末闭卷考试：６０％。

办法
教材

《 金 融 市 场 与 金 融 机 构 基 础》 ， 作 者： 孔 爱 国 等 译；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作者：Ｆａｂｏｚｚｉ， Ｆｒａｎｋ ， Ｊ．， Ｆｒａｎｃｏ Ｐ．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 Ｆｒａｎｋ
Ｊ． Ｊｏｎｅｓ．

参考资料

《 金融市场 与 金 融 机 构》 ， 作 者： 桑 德 斯 （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Ａ．） ， 科 尼 特 （ Ｃｏｒｎｅｔｔ， Ｍ．

Ｍ．） ；《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作者：曹凤岐， 贾春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作者：Ｍａｄｕｒａ， Ｊｅｆｆ。
课程中文名称

金融计量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无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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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Ｏ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
教学基本目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 ｂｒｏａ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２ 月 １５ 日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Ｃｈ．１） ；２

２） ；３

２ 月 ２９ 日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ｈ．３） ；４

２１ 日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Ｃｈ． ４、５） ；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ｈ．３、５） ；５
（ Ｃｈ．６、 ｓ９．１） ；８

８） ；１０
日

３ 月 １４ 日

４月４日

４ 月 １８ 日

教材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Ｃｈ．４、５） ；６

Ｍｉｄｔｅｒｍ；９

３ 月 ２８ 日

４ 月 １１ 日

ｍｏｄｅｌｓ （ Ｃｈ． １３、１４） ；
课堂讲解；上机。

３月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 Ｃｈ．

５月９日

ｍｏｄｅｌｓ （ Ｃｈ． １３、１４） ；１６

办法

３ 月７ 日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ｓｋ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 Ｃｈ． １２） ；１２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Ｃｈ．９） ；１５

学生成绩评定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 Ｃｈ．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ｔａ （ Ｃｈ． １０、１１） ；１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Ｃｈ．７） ；１３

教学方式

２ 月 ２２ 日

５月２日

４ 月 ２５
Ｄｕｍｍｙ

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Ｃｈ．７） ；１４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２３ 日 Ｐｏｏｌｅｄ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５ 月 ３０ 日 Ｐｏｏｌｅｄ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ｉｎａｌ。

平时成绩 １５％ ； 期中考试 ４０％ ； 期末考试 ４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作者：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Ｊ． Ｍ；

参考资料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作者：Ｋｅｎｎｅｄｙ， Ｐ．

课程中文名称

固定收益证券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ｉｘ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提高和加深学生们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理解和认识。 本课程
将以理论为指导，侧重于理解实物中具体的问题与事例。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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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提高和加深学生们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理解和认识。 本课程
将以理论为指导，侧重于理解实物中具体的问题与事例。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固定收益证券介绍

５

Ｓｐｏｔ ｒａｔｅ ｓｗａｐ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２． ５ ａｎｄ ５． ４） ； ６

债券定价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ｘｉｔｙ （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３ ａｎｄ ４） ；４
ｏｐｔｉｏｎｓ

（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９， １１． １ ａｎｄ １２． １） ； ７

（ Ｓｕｎｄａｒｅｓａｎ １０） ；８
教学方式

（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１） ； ２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ｓｗａｐｓ

利率交易

（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３ ａｎｄ ４）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债券市场介绍以及债券评级

Ｍｅｒｔｏｎ 模型以及债券评级

（ Ｓｕｎｄａｒｅｓａｎ １８） ；１０

（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 ２） ； ３

复习；１１

（ Ｓｕｎｄａｒｅｓａｎ １０） ；９

考试。

Ｃｒｅｄｉｔ

本课程将使用课堂教学、案例分析、随堂讨论、课堂测验等方法来达到教学目
的。

学生成绩评定

最终成绩计算方法有两种，我会按照每一种方法计算成绩，并取两个计算方法

办法

中成绩最高的作为课程成绩。

１．３０％平时作业；７０％期末考试。
２．１００％期末考试。

平时作业：可以四人为一组提交作业，作业的目的是帮助理解课程内容。 目前
计划有如下平时作业：①国债和交易；②利率衍生品；③信用风险。 期末考试：
闭卷。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营销研究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市场营销

课程中文简介

面临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收集及时、准确和有用的信息，
获得深刻的营销洞察，为营销决策服务，是营销管理人员的一项重要任务。 营
销研究方法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国内外管理学院
营销专业普遍必修的一门课程。
本课结合国内外市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跟踪当期在线研究与大数
据应用的最新进展，系统地介绍和讨论市场营销研究过程中的主要步骤、相关
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问题的综合素质与
实际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Ｎｏｎｅ

光华管理学院
教学基本目的

６１５

１．对市场研究，尤其是在线市场研究，的动态与趋势有初步的了解；２．对市场营
销研究过程和主要步骤有比较全面的掌握；３． 对市场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和
收集方法有基本的掌握；４．能够针对营销决策的需要，设计研究项目并付诸实
施；５．能够分析市场研究数据，提交合格的市场研究报告。

内容提要及相

本课程将以市场研究过程为主线，以案例和作业为载体，对市场研究的主要步

应学时分配

骤进行系统的讲授、讨论和练习。

１． 市场营销研究概述；２． 定义研究问题；３． 拟定研究框架与设计；４． 样本设

计；５． 测量与量表；６． 二手数据的利用；７． 定性研究；８． 期中考试或案例报告；

９． 问卷调查法；１０． 问卷设计；１１． 实验法；１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１３． 相关回归
分析；１４． 线性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１５． 聚类分析；１６． 研究报告的准备与提交；期末
考试。
教学方式

本课程采取课堂讲授、讨论和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平时表现（ 出勤和课堂参与）１０％；作业 ３０％；期中考试 ２０％；期末考试 ４０％。
《 市场营销研究方法与应用》 ，作者：涂平。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作者：马尔霍特拉；
Ｂａｓ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作者： Ｂｒｏｗｎ， Ｓ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课程中文名称

消费者行为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营销学原理、市场研究

课程中文简介

消费者行为学（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研究个人或组织如何选择、购买、使用、处
置与消费有关的事物（ 包括商品、服务、体验等） 以满足其特定需要。 它关注
的是人们对于与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信息的心理与行为反应。 用通俗的话来
说，消费者行为学研究的是：人们购买什么、为什么买、什么时候买、在哪里买、
买了以后怎么用、用了以后怎么处理等。

消费者行为学涉及内容广泛，包括：（１） 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内在因素———

知觉、学习与记忆、动机与价值观、态度、个性与自我观念等；（２） 影响消费者
行为的外在因素———文化、亚文化、社会阶层与群体影响等；（ ３） 消费者的决
策过程。 本课程系统介绍当代“ 消费者行为”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最新发展趋
势，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例，探讨中国社会中消费者行为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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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简介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１．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ｋｅ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２．１
２．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２．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３．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ｓ．
４． 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４． 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５：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５．１
５．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１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５．３

教学基本目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消费者决策过程及主要影响因素，消费者行为
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及营销含义，以及如何运用消费者行为知识和理论来分析
具体的营销问题。 同时，通过本课程学习初步掌握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本工
具，并运用这些工具来指导营销决策。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２ 月 ２１ 日
月６日

第一讲 理解消费者；２ 月 ２８ 日

第三讲 购买决策过程中的偏见；３ 月 １３ 日

动机；３ 月 ２０ 日
记忆；４ 月 ３ 日
月 １７ 日

第二讲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３

第五讲 消费者的知觉；３ 月 ２７ 日

第四讲 消费者需要与
第六讲 消费者的学习与

第七讲 消费者态度的形成与改变；４ 月 １０ 日

第八讲 自我、个性与生活方式；４ 月 ２４ 日

期中考试；４

第九讲 文化与消费者

光华管理学院
购买行为；５ 月 ８ 日

第十讲 社会资源与社会阶层；５ 月 １５ 日

体、家庭与购买行为；５ 月 ２２ 日

６１７

第十一讲 群

第十二讲 口传、流行与创新扩散；５ 月 ２９ 日

第十三讲 消费后果与消费者保护；６ 月 ５ 日

课程报告交流。

教学方式

课程讲授；案例分析；课程报告。

学生成绩评定

小组课程报告（１５％） ；个人作业 （ １５％） ；课堂表现（ １０％；期中考试 （ ３０％） ；

办法
教材

期末考试 （ ３０％） 。

《 消费者行为学》 ，作者：符国群。

参考资料

《 消费者行为学》 ，作者：霍金斯等著。

课程中文名称

市场数据分析

课程英文名称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从市场数据中获取更多更正确的信息。 本课程将讨论
常见的数据来源、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如何正确地从数据分析中得到对
经营决策有用的结论。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ａｔａ． Ｗｅ ｗｉｌｌ ｇ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ｈｏｗ ｔｏ ｄｒａｗ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ａｃ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从市场数据中获取更多更正确的信息。 本课程将讨论
常见的数据来源、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如何正确地从数据分析中得到对
经营决策有用的结论。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Ｗｅｅｋ １：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ｅｅｋ ２：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ｅｅｋ ３ － 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ｅｋ ５：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ｏｒｓ；Ｗｅｅｋ ６：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ｅｅｋ ７ － ８：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ｎａｒ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ｅｅｋ 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ｅｋ １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教学方式

Ｗｅｅｋ １１： 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Ｗｅｅｋ １２： Ｗｒａｐ －ｕｐ．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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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闭卷考试。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计量经济学》 ，作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Ｗａｔｓ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作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Ｗａｔｓｏｎ．

课程中文名称

渠道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英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渠道管理是营销管理四个重要的战略之一，主要是向终端客户提供生产厂商
无法提供的一些服务。 但是，分销渠道不仅仅是企业服务终端客户的一种，其
实本身也是企业的客户，分销渠道也有自己的需求。 同时，渠道不仅销售企业
的产品，同时也会销售竞争品牌的产品，而且有时候还会自己生产产品。 所
以，渠道成员集管道，客户，竞争者的角色为一体。 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战略是
这门课的目标之一。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ｉｘ，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ｅｎｄ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ｔｓ ｅ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ｒ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ｍ ’ 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ｂ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ｕ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ｎｏｔ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教学基本目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ｉｎｃｕｌｃａｔｅ ｉｎ ｙｏｕ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ｏｎｅ
ｔｈｅ “ ｇｏ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ｆｉｒ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光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６１９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Ｄｅｓｉｇｎ；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１０％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 ；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２０ （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ｎａｌ Ｔｅ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０ （ Ｇｒｏｕｐ） ．

４０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 ； Ｂｅ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作者：Ａｎｎｅ Ｔ． Ｃｏｕｇｈｌａｎ， Ｅｒ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ｏｕｉｓ 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ｄｅｌ Ｉ． Ｅｌ －Ａｎｓａｒｙ．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品牌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Ｂ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开课单位

光华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从品牌的基本概念入手，从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角度详细、深入地阐述
企业创建和管理品牌，以及不断提升品牌资产的基本流程。 具体包括：品牌名
称和标识的设计和选择、品牌定位的确定、品牌形象的塑造和维护，以及品牌
资产的维护与提升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ｒ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ａ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ｂｒ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ｒａｎｄ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ｏｇ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课堂讲授（ 包括教师、学生，以及企业有关从业人员） 和案例讨论，以及作
业的完成，使学生了解品牌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实务，达到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品
牌管理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以发现、分析和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能力的目的。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Ｗｅｅｋ １

第一讲

品牌概述

１．品牌定义；２．品牌要素；３．品牌类型；４．品牌失败的原因；５． 案例讨论：ＤＭ 公
司的隐忧；６．思考题：品牌是什么？ 企业或其产品（ 服务） 必须品牌化吗？
Ｗｅｅｋ ２

第二讲

品牌名称的确定（３ 学时）

１．品牌名称的自然属性；２．品牌名称的延伸属性；３．影响品牌名称的因素；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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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名称的实例；５．思考题：企业什么时候应当或需要更改品牌名称？
Ｗｅｅｋ ３ － Ｗｅｅｋ ４ 第三讲 品牌设计和品牌定位

１．品牌设计；２．品牌创建；３．品牌定位；４．思考题： 品牌定位的关键因素及其对
品牌塑造成功的影响？
Ｗｅｅｋ ５ － Ｗｅｅｋ ６ 第四讲

品牌形象的塑造

１．品牌形象的概述；２． 品牌个性的塑造；３． 品牌关系的建立与维护；４． 案例讨
论：“ 皇明太阳能的品牌策略” ；５．思考题：品牌形象代言人的选择与品牌形象
的关系。
Ｗｅｅｋ ７

第五讲

品牌延伸与联合

１．品牌延伸；２．品牌联合；３．案例讨论：“ 佛达公司的品牌苦境” ；４．思考题：品牌
延伸———向上或者向下。

Ｗｅｅｋ ８ 品牌管理实例讲座
Ｗｅｅｋ ９

第六讲

营销策略与品牌资产

１．价格策略对品牌资产的影响；２．广告策略对品牌资产的影响。
Ｗｅｅｋ １０

小组汇报

Ｗｅｅｋ １２

课程总结

Ｗｅｅｋ １１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

小组汇报

教学方式

教员讲授、学生实践作业分享和案例分析，以及企业有关人员的讲座。

学生成绩评定

最终成绩的比例为：案例讨论和课堂参与（３０％） 、小组作业（３０％） 和个人作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３０％） ，以及教师个人评价（１０％） 。
《 品牌管理讲义》 ，作者：江明华。

《 战略品牌管理》 ，作者：凯文·科勒，李乃和（ 译） 。

国家发展研究院
课程中文名称

经济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概括介绍经济学原理，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部分。 消费理论、厂商
理论、一般均衡、垄断竞争、实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政府作用、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等。 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
和分析逻辑，并能够运用经济学原理观察、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比较简单和
典型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ｍｉｃｒｏ －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ｏｕ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位入门课（ 必修课） 和全校通选课。
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应了解经济学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掌握基本概念和一些重
要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思考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宏观与微观经
济问题，并为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理论打好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讲 导论 １、２、３

第 ２ 讲 市场：需求与供给 ４、５、６、７、８
第 ３ 讲 消费者决策 ２１

第 ４ 讲 生产者决策 Ｉ：企业成本分析 １３

第 ５ 讲 生产者决策 ＩＩ：产品市场结构 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第 ６ 讲 生产者决策 ＩＩＩ：要素市场分析 １８、１９

第 ７ 讲 市场失灵与公共部门经济学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第 ８ 讲 宏观经济基本概念 ２３、２４、２８、３０

第 ９ 讲 宏观经济模型和宏观经济政策 ３３、３４、２７、２９
第 １０ 讲 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 ３５、２５
第 １１ 讲 开放经济 ９、３１
教学方式

第 １２ 讲 经济学理论前沿 ２２、３６
课堂讲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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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四次作业共 ２０％，一篇短论文 １０％，期中考试 ３５％，期末考试 ３５％。
《 经济学原理》 第五版或其他版本，作者：曼昆。

参考资料

《 经济学原理》 （ 中国版） ，作者：卢锋。

课程中文名称

中级宏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

课程中文简介

强调掌握当代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 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现状的有关问
题。 包括国民收入、产出、就业和价格水平的决定，同时也讨论新古典、凯恩
斯、货币主义等经济模型，需有微积分知识基础。 探讨的议题将主要包括：经
济增长、景气波动、通货膨胀、实质面与货币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ｏｒ ｌｏｗ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ｓｌｉｐ ｉｎｔｏ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ｙ ｃａｎ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ｄｏ ｓｏ，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ｏ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 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ｙ ｄｏ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Ｈｏｗ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将结合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的实践，介绍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基本理论和
方法。 本课还将讲述宏观经济学家的人生故事和流派渊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篇

导言

第１章

国民收入核算；第 ２ 章

第３章

劳动力市场；第 ４ 章

微观基础

第二篇 古典理论
第５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第 ６ 章

开放的经济

第三篇 超长期中的经济
第７章
第８章

经济增长 Ｉ：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 索洛模型）
经济增长 ＩＩ：技术进步（ 内生增长模型）

第四篇 短期中的经济

国家发展研究院
第９章

第 １１ 章
第 １２ 章
第 １３ 章

经济波动导论；第 １０ 章
总需求 ＩＩ（ ＬＭ）

６２３

总需求 Ｉ（ ＩＳ）

开放经济中的总需求（ 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
总供给（ 菲利普斯曲线）

第五篇 宏观经济政策
第 １４ 章
第 １５ 章

稳定政策的设计（ 积极 －消极，规则 －斟酌处置）
政府债务

第六篇 再论微观基础
第 １６ 章
第 １８ 章

消费；第 １７ 章

投资

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第 １９ 章

经济周期理论

第七篇 回顾与前瞻
第 ２０ 章

宏观经济学流派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作业 １０％，期中考试 ３５ ～ ４０％，期末考试 ５０ ～ ５５％。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级微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微积分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中级程度讲授有关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作用
的基本知识。 本课程首先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讨论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
问题。 然后介绍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竞争均衡的福利经济学意义。 最后转向
讨论市场机制不能导致有效资源配置的几种情况，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
构，外部性的存在，公共品供给，以及经济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本课程为经
济学专业的重要必修课程。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ｙｏｕ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ｈｏｗ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ｆａ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ａｐｈｓ， ｔａｂｌｅｓ，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６２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一门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程，带领学生用比较严谨的经济学语
言和工具探讨、分析经济现象。 本课程开始使用模型和较为严格的数学语言
（如微积分） 作为分析经济主体（ 消费者、厂商） 行为的工具。 本课程旨在提高
学生独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Ｌｅｃ１： 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ｃ２ ～ ３： 偏好、效用及选择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 （ Ｃｈｓ．３ － ４）
Ｌｅｃ４ ～ ５： 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ｈ．５）
Ｌｅｃ６： 商品间的需求关系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ｏｏｄｓ （ Ｃｈ．６）
Ｌｅｃ７ ～ ８： 生产与成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 Ｃｈｓ．７ － ８）
Ｌｅｃ９ ～ １０： 完全竞争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ｓ．９ － １０）

Ｌｅｃ１１ ～ １２： 应用竞争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ｈｓ．１０ － １１）
Ｌｅｃ１３ 期中复习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Ｒｅｖｉｅｗ
期中考试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Ｌｅｃ１４ ～ １５ 一般均衡与福利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 Ｃｈ．１２）
Ｌｅｃ１６ ～ １７： 垄断经济模型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 Ｃｈ．１３）

Ｌｅｃ１８ ～ １９： 非完全竞争模型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 Ｃｈ．１４）
Ｌｅｃ２０ ～ ２１： 博弈理论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 Ｃｈ．１５）

Ｌｅｃ２２ ～ ２３： 劳动力市场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 Ｃｈ．１６）

Ｌｅｃ２４ ～ ２５： 外部性与公共产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 Ｃｈ．２０）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Ｌｅｃ２６： 期末复习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课堂讲授。

六次作业，批阅前五次，占分 ２５％；

考试占分 ７５％，以下两种算法当中取结果较高的一种：
（１） 期中 ３５％ ＋ 期末 ４０％，（２） 期中 ２０％ ＋ 期末 ５５％。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计量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概率统计

国家发展研究院
课程中文简介

６２５

本课程介绍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旨在培养在实证研究使用相应理
论与方法的能力。 要求同学不仅掌握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 并在课程结束时
能使用计量软件对实际经济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ｌｓｏ，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ｌ － ｗｏｒ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ａｎｅｌ －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ｍｐｌｏｙ ｓ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ｏ
ｕｎｆｏｌｄ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ｏｐ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介绍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旨在培养在实证研究使用相应理
论与方法的能力。 要求同学不仅掌握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 并在课程结束时
能使用计量软件对实际经济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导论与复习
第１章
第３章

经济问题与数据；第 ２ 章

概率论复习

统计学复习

第二部分 回归分析基础
第４章

单回归量线性回归（ 一元线性回归）

第６章

多回归量线性回归；第 ７ 章

第５章
第８章

单回归量的线性回归：假设检验与置信区间
非线性回归函数；第 ９ 章

多元回归的假设检验与置信区间
基于多元回归的研究评价

第三部分 回归分析的深人讨论
第 １０ 章
第 １２ 章

面板数据的回归；第 １１ 章

两元因变量的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

第四部分 经济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
第 １４ 章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第 １６ 章

时间序列回归与预测的导论；第 １５ 章

动态因果效应的估计

时间序列回归的补充内容

课堂讲授。
课堂参与 １０％，笔头作业 ２０％，期中考试 ２０％，期末考试 ５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６２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经济专题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以“ 制度变革驱动的经济发展” 为主线，展开对中国经济有关专题的
介绍和分析，特别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本课程要求选修的同学对中国经济有一个轮廓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
中国经济的某些侧面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任课老师希望把自己关于中国
经济现象的一得之见，提供给同学参考、讨论和批评，也希望同学们提出自己
的观察与看法，共同提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兴趣和分析能力。

课程英文简介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ｅ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ｇｅ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ａ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Ｎｅｗ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ｅｔｃ．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 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ｐ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ａｙ．
教学基本目的

希望把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现象的一得之见，提供给同学参考、讨论和批评，也
希望同学们提出自己的观察与看法，共同提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兴趣和分析
能力。

国家发展研究院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１讲

引言： 国家理念与中国现实

第３讲

国家工业化、农村与农村改革

第２讲
第４讲
第６讲

期中测验
第８讲

第 １０ 讲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第 １２ 讲

６２７

制度变革推动的经济发展
逼出来的开放；第 ５ 讲
国企改制；第 ７ 讲
城市化；第 ９ 讲
医改；第 １１ 讲

民营经济

制高点变革

城乡中国
全球化的两个海平面

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第 １３ 讲

中国经验及其面对的挑战

课堂讲授。

阅读与笔记 ３０％（ 要求正式选修的同学共提交 ５ 篇阅读笔记） ；
期中测验 ２０％（ 当堂开卷，１ 小时） ；
期末考试 ５０％（ 当堂开卷，２ 小时） 。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经济专题小班讨论课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对于《 中国经济专题课程》 中提及的问题结合阅读材料进行小班讨论。

课程英文简介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教学基本目的

对于《 中国经济专题课程》 中提及的问题结合阅读材料进行小班讨论。

内容提要及相

１．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专题讨论

应学时分配

２． 有关李约瑟之谜和中国历史的兴衰的专题讨论

３． 有关近代的屈辱、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的专题讨论
４． 有关合作化运动和中国的农业发展的专题讨论
５． 有关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专题讨论

６． 有关比较优势战略和经济发展的专题讨论
７． 有关农村改革的成就和问题的专题讨论
８． 有关城市改革的成就和问题的专题讨论
９． 有关国企和金融改革的专题讨论

６２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１０． 有关中国当前经济中的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

教学方式

助教组织小班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根据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作业完成情况而定。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经济学研究训练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研究性质的课程，主要为三年级下学期的本科生开设，目的是组
织学生熟悉经济学研究，训练研究方法，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指导他们写作
研究计划，并为他们选择导师、写作经济学方面的本科学位论文打下基础。 本
课程采用互动教学方式，小班教学，鼓励讨论，以手把手方式引导学生开始经
济学的研究。 本课程强调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将为学生参加学术活动（ 例如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 ｃｃｅｒｃｌｕｂ 组织的学术活动等） 提供帮助。 对学习能
力较强的学生，鼓励他们参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每周讲座、各种研讨班以及
学术会议，并推荐部分学生参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３ｒｄ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ａｊ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ｍ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ｌ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目的是组织学生熟悉经济学研究，训练研究方法，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指导
他们写作研究计划，并为他们选择导师、写作经济学方面的本科学位论文打下
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 １ 周：介绍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 ２ ～ ８ 周：研究题目的寻找

每周的第二节课请一位老师介绍其研究领域的前沿内容和当前研究热点，然
后指定和推荐相关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课下阅读，提交阅读思考心得，并在
下周的第一节课进行总结讨论。
第 ９ ～ １３ 周：研究计划的提出

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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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轮流（ 分组） 报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初步的研究题目与研究计划。
第 １４ ～ １６ 周：研究的初步开展

为每个（ 组） 学生推荐或指定一位老师对其研究计划进行指导。 每周课堂上
学生报告进展，任课教师帮助解答疑难问题。
之后，学生提交研究计划和初步的研究成果。 对选择经济学领域作为本科学
位论文的学生，结合他们的研究计划，帮助他们选择一位论文指导老师。 具体
以开课学期公布的课程大纲为准。
教学方式

本课程采用互动教学方式，小班教学，鼓励讨论，以手把手方式引导学生开始
经济学的研究。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出勤与课堂参与 ３０％，每周的阅读思考心得 ２０％，课堂报告 ２０％，期末提交研
究计划 ３０％。
暂无
暂无

元培学院（ 文科）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学前沿

课程英文名称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为本科三、四年级学生开设，选课学生一般应当修完以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
课程之一：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经济学概论或哲学概论等
本课程将介绍政治学的最新进展，讲授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学术动
态、代表性学派和重要学者。 着重讲授关于政治、国家、政府、统治、治理、公
民、权力、权威、权利、合法性等政治学基本问题，以及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公
正、法治、尊严、和平等人类基本政治价值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本课程
还将简要介绍国内外政治学的重要争议性问题，如关于国家主权、普世价值、
共同价值、中国模式、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政治合法性的争论，以及国内外政
治学的流行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社
会民主主义、社群主义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ａｂｏｕ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ｏ －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ｎｅｏ －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通过讲授政治学的最新观点和研究成果，让学
生了解政治学学科的前沿知识；第二，通过课堂讨论，培养学生分析重大政治
问题的能力；第三，培养学生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当代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主要讲授在关于政治、国家、政府、政党、公民、阶
级、敌人、权力、权威、选举、革命、战争、和平、参与、治理、善治、自治、善政、决
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沟通、政治传播、政治公理、政治文化、政治伦理、

元培学院（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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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腐败、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人
格、政治符号、政治冲突、政治合作、政治妥协等政治学基本问题上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代表性观点。 计划安排 １６ 学时。

２． 当代政治学的热点问题，主要讲授国内外政治学的争议性问题，主要包括
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法治、人权、国家主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协商
民主、公民社会、中国模式、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等重大政治议题。
计划安排 １５ 学时。

３． 当代重大政治关系：主要介绍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趋势性关系，包括治理
与统治、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代议
民主与协商民、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政府创新与社会创新、合法性与政治评
价等。 计划安排 １０ 学时。

４． 当代政治学的主要流派：着重介绍和评析国内外政治学的流行思潮，包括

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
新权威主义等政治学思潮。 计划安排 １０ 个学时。

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１８００ 字以内，比如教学方式，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讨论、报告等，并
标明各种方式所占比重。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约占 ６０％；著名政治学者报
告为辅，约占 ２０％；课堂讨论等和文献阅读等占 ２０％。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时学习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 平时课堂讨论和作业成绩占 ４０％，期
末考试成绩占 ６０％。

《 政治学教程》 ，作者：俞可平。

参考资料

《 政治与政治学》 ，作者：俞可平。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学原理（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ａｒｔ Ｉ）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暂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包括政治与政治学、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统治、政治
管理、国家、政党、政治社团、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社会化、政治革命、政治
改革、政治民主等十八个方面的内容，展开阐述了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和
政治生活基本方面的理论和观点。 本课程是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主干
理论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理解政治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形成政治分析的基本能力，并且为政治学和行政
管理学其它课程的学习作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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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ｔｃ．，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 ｔｒｕｎｋ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ｗｓ， ｃａｎ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ｓｐｅｓｉｃａｌｌｙ ｃａ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本科生设计并开设的学院公共必修课
程。 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结构，把握政
治学的基本方法和观点，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政府管理学院其他本科课程打
下良好基础。 政治学原理的具体教学目的如下：

１． 通过政治学原理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确立从事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
工作的支配性政治价值。

２． 通过政治学原理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切实掌握分析和认识政治现象的基
本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导论（２ 学时）
第一章

政治（６ 学时）

第二章

政治学（７ 学时）

第三章

政治学方法（６ 学时）

第四章

政治权力（６ 学时）

第五章

政治统治

第六章

政治管理（６ 学时）

第七章

国家（６ 学时）

第八章

政府（６ 学时）

１． 政治的涵义，２． 政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地位
１． 政治学的涵义和内容构成，２． 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１． 政治学研究方法概览，２． 政治学分析方法概览，３． 政治学研究途径
１． 政治权力的涵义，２． 政治权力类型和政治权力关系，３． 政治权力的作用
１． 政治统治的涵义，２． 政治统治的基础和类型，３． 政治统治的方式和作用
１． 政治管理的涵义，２． 政治管理的职能和类型，３． 政治管理的方式和作用
１． 国家的涵义，２． 国体，３． 国家的类型和作用
１． 政府的涵义，２． 政体，３． 政府的类型和职能教学

元培学院（文科）
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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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为教师授课的方式，全部进行集中授课。 学生除听课外，需用一定时
间自学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平常课堂评定 １０％，期中作业 ３０％，期末考试 ６０％。
《政治学概论》 ，作者：张永桃，王一程，房宁，王浦劬（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 教材） ；

《 政治学十五讲》 ，作者：燕继荣；《 政治学原理》 ，作者：王浦劬。
参考资料

《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作者：王沪宁；
《 政治学原理》 ，作者：王惠岩。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学原理（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Ｐａｒｔ ＩＩ）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政治学原理（ 上）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包括政治与政治学、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统治、政治
管理、国家、政党、政治社团、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社会化、政治革命、政治
改革、政治民主等十八个方面的内容，展开阐述了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和
政治生活基本方面的理论和观点。 本课程是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主干
理论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理解政治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形成政治分析的基本能力，并且为政治学和行政
管理学其它课程的学习作理论准备。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ｔｃ．，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 ｔｒｕｎｋ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ａｗｓ， ｃａｎ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ｓｐｅｓｉｃａｌｌｙ ｃａ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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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本科生设计并开设的学院公共必修课
程。 该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结构，把握政
治学的基本方法和观点，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政府管理学院其他本科课程打
下良好基础。 政治学原理的具体教学目的如下：

１． 通过政治学原理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确立从事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
工作的支配性政治价值。

２． 通过政治学原理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切实掌握分析和认识政治现象的基
本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导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政治（６ 学时）

第二章

政治学（９ 学时）

第三章

利益与政治（６ 学时）

第四章

政治权力（６ 学时）

第五章

政治统治（６ 学时）

第六章

政治管理（６ 学时）

第七章

政治学的逻辑结构（４ 学时）

１． 政治的涵义，２． 政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地位
１． 政治学的涵义和内容构成，２． 政治学的历史发展，３．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１． 利益的涵义，２． 利益关系，３． 利益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１． 政治权力的涵义，２． 政治权力类型和政治权力关系，３． 政治权力的作用
１． 政治统治的涵义，２． 政治统治的基础和类型，３． 政治统治的方式和作用
１． 政治管理的涵义，２． 政治管理的职能和类型，３． 政治管理的方式和作用
１． 利益和政治的逻辑结构，２． 利益与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的逻辑结构
教学方式

３． 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层面的逻辑结构

教学方法为教师授课的方式，全部进行集中授课。 学生除听课外，需用一定时
间自学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学生考试方法：考勤 １０ 分，期中作业 ３０ 分，期末闭卷考试 ６０ 分。
《政治学概论》 ，作者：张永桃，王一程，房宁，王浦劬（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 教材） 。

《 政治学十五讲》 ，作者：燕继荣；《 政治学原理》 ，作者：王浦劬；
《 政治学概论》 ，作者：政治学概论编写组。
参考资料

《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作者：王沪宁；
《 政治学原理》 ，作者：王惠岩。

元培学院（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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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学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大学新生对当今政治学研究的概貌有较全面的了解，并希望
为有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个进一步钻研的简单路径图。 在介绍了政治和政治学
的基本概念之后，本课程将依次介绍政治学的几个主要领域： 国际政治、比较
政治和政治哲学。 学科概论部分还将介绍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ｉｍ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ｇｅ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ｈ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ｗｈｏ ｗａ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旨在帮助大学新生对当今政治学研究的概貌有较全面的了解，并希望
为有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个进一步钻研的简单路径图。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学科概论：政治与政治学 （ 主讲人：李强，朱天飚）

介绍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共 ４ 周

１６ 学时。

第二部分：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 主讲人：李强）
介绍近代主要意识形态和个人与群体、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社会正义、民主的
理论与实践等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共 ４ 周 １６ 学时。
第三部分：比较政治学（ 主讲人：张健）

介绍比较政治学的以下论题：国家的起源与组织；国家作为政治角色；立法机
关与代议制；行政制度与官僚；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利益集团与选举；民主，极
权与威权；政治，经济增长和分配；政治参与，抗争和公民社会；政治稳定与转
型等，共 ５ 周 ２０ 学时。

第四部分：国际政治学（ 主讲人：朱天飚）
介绍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形成及演变，传统国际政治学理论及对它的挑战，
共 ３ 周 １２ 学时。
教学方式

最后 １ 周进行课程总结并答疑。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求选课学生有一定量的文献阅读，并要求选课学生结合张
健老师主讲的比较政治学部分的阅读材料撰写读书报告一篇，几位助教将帮
助学生解决阅读、写作、考试准备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并主持阅读讨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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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期中考试占 ２０％，要求选课学生结合张健老师主讲的比较政治学部分的阅读
材料撰写读书报告一篇；期末考试占 ８０％，考试形式是闭卷答题，题目主要是
简答题。 本课程另设不超过 ５ 分的附加分，主要用于奖励在阅读讨论课上表
现优秀的学生。 每位学生的期末总成绩由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阅读讨论课

教材

附加分构成，总分不超过 １００ 分。

《政治学概论》 ，作者：张永桃，王一程，房宁，王浦劬（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 教材） ；

《 比较政治经济学》 ，作者：朱天飚。
参考资料

《 政治科学》 ，作者：迈克尔·罗斯金等；
《 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作者：米诺格；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作者：安德鲁·文森特；

《 自由主义》 ，作者：李强；《 利维坦》 ，作者：霍布斯；
《 论自由》 ，作者：约翰·密尔；

《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 ２ 版） 》 ，作者：［ 英］ 马什等编，景跃进等译；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作者：［ 英］ 布赞、利特
尔著，刘德斌主译；

《 世界现代化史纲（ 第一卷） ———世界体系的形成与第一轮现代化》 ，作者：夏
诚；《 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 ，作者：白云真，李开盛；
《 让人民自由》 ，作者：约翰·邓恩；

《 政治学基础文献选读》 ，作者：郎友兴，韩志明。

《 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 ，作者：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
《 当代政治哲学》 ，作者：金里；

《 政治学的邀请》 ，作者：费尔南多·萨瓦特尔；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课程英文名称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ｒ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政府管理（ 建议）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针是对高年级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旨在加深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认
识，并初步培养独立的研究能力。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组织的主要构
成（ 人员、经费、行政事务等） ，且直接和民众交往，其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
美国，美国政治的课程设计中，都将地方政府与政治列为重要课程。

在阅读材料方面，本课程将更注重于研究性的著作和论文，而非教材，从
而培养学生研究的技能与技巧。 同时，课程将立足于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但
同时却结合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以扩展学生的视野。

元培学院（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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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课前完成规定的阅读任务，参加每次讲课并参与小组讨论。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４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ｖｉｄｅｏｓ，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在阅读材料方面，本课程将更注重于研究性的著作和论文，而非教材，从而培
养学生研究的技能与技巧。 同时，课程将立足于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但同时
却结合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以扩展学生的视野。
基本要求：课前完成规定的阅读任务，参加每次讲课并参与小组讨论。 完成一
个读书报告，参加期末考试。 从而实现以下要求：

１． 熟悉并掌握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理论与文献；
２． 培养英语阅读的能力；

３． 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能初步独立进行研究；
４． 培养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内容提要及相

课程大纲（１６ 周）

应学时分配

一、 导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和中国地方政治
二、 历史的视角 １：古代地方政府

１．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三、 历史的视角 ２：改革开放前的地方政府

１．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ｏｉｓｔ Ｅｒａ

２． 傅高义，《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２ ～ ４ 章

３． Ｓｈｕｅ， Ｖ． （１９８８） ．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

四、 中央地方关系 １：政治集权

１． Ｓｈｉｒｋ， Ｓｕｓａｎ Ｌ．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２． Ｓｈｉｈ， Ａｄｏｌｐｈ ａｎｄ Ｌｉｕ， ＡＰＳＲ．
五、 中央地方关系 ２：财政分权

１． 周飞舟：《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１ ～ ６ 章。
六、 中央地方关系 ３：行政：集权与无权

１． Ｏ’ 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七、 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 １：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

１． Ｊｅａｎ Ｏｉ， １９９２，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八、 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 ２：干部考核与竞争

１． 白素珊：《 中国乡村的权力与财富》 ，第二、 三章。

２．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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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地方人大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１． Ｏ’ Ｂｒｉｅｎ， Ｋｅｖｉｎ．２００９． “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６１： １３１ – １４１。

２． Ｘｉａ， Ｍ． （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十、 地方司法

１．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 Ｈｅｕｒｌ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Ｆｕ Ｈｕ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 ｅｄｓ） 。

２． Ｌ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十一、 资产阶级与地方政治

１． Ｄａｖｉｄ Ｓ． Ｇ． Ｇｏｏｄｍａｎ， “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ａ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ｏｓｔ －Ｍａｏ Ｒｅｆｏｒｍｓ。
２． Ｋｅｌｌｅｅ Ｔｓａ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十二、 劳工与地方政治

１． Ｌｅｅ， Ｃ． Ｋ． （ ２００７） ．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ｕｓｔ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ｓｕｎｂｅｌ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十三、 农民与地方政治

１． Ｂｕ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ｕ： “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２． Ｏ’ 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 “ Ｒｉｇｈｔｆｕ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十四、 地方选举与地方治理

１． ａｎｊｉａｎｇ Ｌｉ，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７３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 ｐｐ．７０４ － ７２３。

２． Ｘｕ Ｗａ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５， Ｎｏ．９．１９９７。

十五、 地方公共物品提供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１． 周飞舟：《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１ － ６ 章之外。
２． 赵树凯，相关章节。

十六、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文献阅读 ２０％，课堂讲授 ６０％，课堂讨论 ２０％。
课堂表现 ３０％，期末论文 ７０％。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元培学院（文科）
课程中文名称

政治经济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开课单位

政府管理学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课程中文简介

６３９

没有先修课程要求，但上过政府管理学院开设的《 政治学概论》 课程会有一定
帮助。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怎样形成和演化的？ 全球化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什么？ 政府应该介入多少经济事务？ 经济因素是怎样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和
国内政治的？ 本课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致力于对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关系做一个
介绍。 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和思考政治、经济体系、力量、与主体行
为者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和层面间的相互作用。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ｎｏ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ｋｓ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ｗ ｄ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ｏｗ ｄ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的基本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题。

内容提要及相

第 ０１ 讲：课程简介

应学时分配

第 ０２ 讲：政治经济学学科简介（ 阅读小组活动）
范式

第 ０３ 讲：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０４ 讲：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讨论小组活动）
第 ０５ 讲：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０６ 讲：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０７ 讲：以理念为中心的理论视角（ 讨论小组活动）
期中考试
专题
国际层面专题：

第 ０８ 讲：国际贸易与投资（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０９ 讲：国际货币与金融（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１０ 讲：全球化与区域化（ 讨论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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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层面专题：

第 １１ 讲：福利国家与经济调整（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１２ 讲：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 阅读小组活动）
第 １３ 讲：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 阅读小组活动）
国际、国内交叉层面专题：

第 １４ 讲：国家安全与国际发展（ 讨论小组活动）
第 １５ 讲：课程总结与考试答疑
期末考试
教学方式

本课以讲授为主，并设有学生自愿参加的阅读小组和讨论小组（ 前者每周阅读
并讨论经典文献，后者每两、三周讨论与讲课内容相关的问题） 。 本课在北大
教学网也有注册，可查到通知、课件和资料。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期中闭卷考试，占 ４０％；期末闭卷考试，占 ６０％；考试形式为简答题，每组两道
题，选一回答；两次考试共 １０ 组题，每道题 １０ 分。
暂无

《 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作者：克拉克著，王询译；

《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作者：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
《 比较政治经济学》 ，作者：朱天飚。
课程中文名称

经济学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概括介绍经济学原理，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部分。 消费理论、厂商
理论、一般均衡、垄断竞争、实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政府作用、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等。 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
和分析逻辑，并能够运用经济学原理观察、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比较简单和
典型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ｙ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ｍｉｃｒｏ －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ｏｕ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应了解经济学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掌握基本概念和一些重
要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思考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宏观与微观经
济问题，并为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理论打好基础。

元培学院（文科）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６４１

第 １ 讲 导论 １、２、３

第 ２ 讲 市场：需求与供给 ４、５、６、７、８
第 ３ 讲 消费者决策 ２１

第 ４ 讲 生产者决策 Ｉ：企业成本分析 １３

第 ５ 讲 生产者决策 ＩＩ：产品市场结构 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第 ６ 讲 生产者决策 ＩＩＩ：要素市场分析 １８、１９

第 ７ 讲 市场失灵与公共部门经济学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第 ８ 讲 宏观经济基本概念 ２３、２４、２８、３０

第 ９ 讲 宏观经济模型和宏观经济政策 ３３、３４、２７、２９
第 １０ 讲 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 ３５、２５
第 １１ 讲 开放经济 ９、３１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第 １２ 讲 经济学理论前沿 ２２、３６
课堂讲授为主。

四次作业共 ２０％，一篇短论文 １０％，期中考试 ３５％，期末考试 ３５％。
《 经济学原理》 （ 第五版或其他版本） ，作者：曼昆。

参考资料

《 经济学原理》 （ 中国版） ，作者：卢锋。

课程中文名称

中级微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微积分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以中级程度讲授有关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作用
的基本知识。 本课程首先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讨论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
问题。 然后介绍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竞争均衡的福利经济学意义。 最后转向
讨论市场机制不能导致有效资源配置的几种情况，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
构，外部性的存在，公共品供给，以及经济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本课程为经
济学专业的重要必修课程。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ｙｏｕ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ｈｏｗ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ｆａ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ａｐｈｓ， ｔａｂｌｅｓ，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６４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ｔｃ．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一门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程，带领学生用比较严谨的经济学语
言和工具探讨、分析经济现象。 本课程开始使用模型和较为严格的数学语言
（如微积分） 作为分析经济主体（ 消费者、厂商） 行为的工具。 本课程旨在提高
学生独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能力。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Ｌｅｃ１： 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ｃ２ ～ ３： 偏好、效用及选择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 （ Ｃｈｓ．３ ～ ４）
Ｌｅｃ４ ～ ５： 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ｈ．５）

Ｌｅｃ６： 商品间的需求关系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ｏｏｄｓ （ Ｃｈ． ６）
Ｌｅｃ７ ～ ８： 生产与成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 Ｃｈｓ．７ ～ ８）
Ｌｅｃ９ ～ １０： 完全竞争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ｓ．９ － １０）

Ｌｅｃ１１ ～ １２： 应用竞争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ｈｓ． １０ ～ １１）
Ｌｅｃ１３：期中复习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Ｒｅｖｉｅｗ
期中考试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Ｅｘａｍ

Ｌｅｃ１４ ～ １５：一般均衡与福利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 Ｃｈ． １２）
Ｌｅｃ１６ ～ １７： 垄断经济模型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 Ｃｈ． １３）

Ｌｅｃ１８ ～ １９： 非完全竞争模型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 Ｃｈ． １４）
Ｌｅｃ２０ ～ ２１： 博弈理论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 Ｃｈ． １５）

Ｌｅｃ２２ ～ ２３： 劳动力市场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 Ｃｈ． １６）

Ｌｅｃ２４ ～ ２５： 外部性与公共产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 Ｃｈ． ２０）
Ｌｅｃ２６： 期末复习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具体安排详见开课学期公布的课程大纲。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
六次作业，批阅前五次，占 ２５％ ；考试占 ７５％。 以下两种算法当中取结果较高
的一种：（１） 期中 ３５％ ， 期末 ４０％ ；（２） 期中 ２０％ ＋ 期末 ５５％。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级宏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开课单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

授课语言

中英双语

先修课程

经济学原理

元培学院（文科）
课程中文简介

６４３

强调掌握当代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 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现状的有关问
题。 包括国民收入、产出、就业和价格水平的决定，同时也讨论新古典、凯恩
斯、货币主义等经济模型，需有微积分知识基础。 探讨的议题将主要包括：经
济增长、景气波动、通货膨胀、实质面与货币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课程英文简介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ｈａ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ｏｒ ｌｏｗ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Ｗｈｙ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ｓｌｉｐ ｉｎｔｏ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ｙ ｃａｎ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ｄｏ ｓｏ，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ｏ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 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ｈｙ ｄｏ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Ｈｏｗ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将结合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的实践，介绍宏观经济学的最新基本理论和
方法。 本课还将讲述宏观经济学家的人生故事和流派渊源。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篇 导言

应学时分配

简介

第 １ 章 国民收入核算

第 ２ 章 微观基础 ｖ 第二篇 古典理论
第 ３ 章 劳动力市场

第 ４ 章 货币与通货膨胀

第 ５ 章 政府的收入与支出
第 ６ 章 开放的经济

第三篇 超长期中的经济

第 ７ 章 经济增长 Ｉ：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 索洛模型）
第 ８ 章 经济增长 ＩＩ：技术进步（ 内生增长模型）
第四篇 短期中的经济
第 ９ 章 经济波动导论

第 １０ 章 总需求 Ｉ（ ＩＳ）

第 １１ 章 总需求 ＩＩ（ ＬＭ）

第 １２ 章 开放经济中的总需求（ 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
第 １３ 章 总供给（ 菲利普斯曲线）
第五篇 宏观经济政策

第 １４ 章 稳定政策的设计（ 积极 －消极，规则 －斟酌处置）
第 １５ 章 政府债务

第六篇 再论微观基础
第 １６ 章 消费

６４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 １７ 章 投资

第 １８ 章 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
第 １９ 章 经济周期理论
第七篇 回顾与前瞻

第 ２０ 章 宏观经济学流派

具体安排详见开课学期公布的课程大纲。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为主。

学生成绩评定

作业 １０％ ，期中考试 ３５％ ～ ４０％ ，期末考试 ５０％ ～ ５５％。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哲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是关于哲学原理的专题性讨论，其内容由总论、基本原理和哲学史等三
个部分组成。 主体部分按照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划分的原则，依次讨论形而
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四个最基本的哲学原理；总论部分分别讨论哲
学的概念、哲学的领域、哲学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哲学的价值等四个主要问题；
哲学史部分主要介绍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线索和当代哲学的最主要流派。 主讲
人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全景性的描述，帮助学生获得有关西方哲学的既客观全
面又深入系统的知识。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ｅ ｗｉｌｌ ｉｎ ｔｕｒ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ｓ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ｌｕ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

元培学院（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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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ｉｔｃｈ 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是关于西方哲学原理的专题性讨论，其内容由总论、基本原理和哲学史
等三个部分组成。 主体部分按照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划分的原则，依次讨论
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四个最基本的哲学原理；总论部分分别讨
论哲学的概念、哲学的领域、哲学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哲学的价值等四个主要
问题；哲学史部分主要介绍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线索和当代哲学的最主要流派。
主讲人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全景性的描述，帮助学生获得有关西方哲学的既客
观全面又深入系统的知识。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章

应学时分配

一、 哲学的概念

总论

１． 哲学的产生；２．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３． 哲学概念的历史演进
二、 哲学的领域

１． 认识论；２． 形而上学；３． 伦理学；４． 其他
三、 哲学与语词

１． 词与物；２． 定义与存在；３． 定义与语词；４． 定义与真理
四、 哲学的的价值

１． 哲学的理论特性；２． 哲学对科学的作用；３． 哲学对思想文化的作用（ 讨论与
论文）

第二章

形而上学

一、 宇宙论

１． 古希腊宇宙论；２． 中国古代宇宙论；３． 现代宇宙论与自然哲学
二、 本体论

１． “ 是” 与“ 是者” ；２． “ 在” 与“ 在者” ；３． “ 无” 与“ 道”
三、 自我论

１． 可能生活；２． 身心关系；３． 人的同一性（ 讨论与论文）
第三章

知识论

一、 传统认识论

１． 经验论；２． 唯理论；３． 批判论
二、 现代认识论

１． 观念论；２． 实在论；３． 分析哲学；４． 实用主义（ 讨论与论文）
第三章

伦理学

一、 道德总论

１． 道德与行为；２． 道德与价值；３． 道德与道德观
二、 道德哲学

１． 结果论；２． 非结果论
三、 应用伦理学

１． 安乐死；２． 自杀；３． 流产；４． 自卫；５． 影视暴力；６． 同性恋（ 讨论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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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第四章

美学

一、 美学总论

１． 审美体验与审美判断；２． 客观论与主观论；３． 美学源流
二、 艺术哲学

１． 艺术与美学；２． 艺术表现；３． 艺术表达
三、 艺术理论

１． 艺术定义；２． 艺术作品；３． 艺术形式（ 讨论与论文）
第五章

当代哲学

一、 解释学

１． 狄尔泰；２． 伽达默尔；３． 哈贝马斯。
二、 存在主义哲学

１． 海德格尔；２． 萨特。
三、 后现代主义哲学

１． 利奥塔；２． 福柯；３． 德里达
课程结束论文。

成绩比例：平时 ４０％，结课论文 ６０％。
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学生成绩评定

课程论文 １ 篇，占 ５５％；三次作业，占 ４５％。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宗教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把宗教学作为当代人文研究领域新兴的一门学科进行评价。 主
要内容包括当代宗教学形成的理论背景，主要研究分支，宗教起源问题、宗教
经典研究、宗教语言问题、宗教信仰与精神活动、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文化、当
代宗教对话、宗教研究方法论探讨等。 通过以上主要内容，使学生大致了解当
代宗教学研究的现状，发现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元培学院（文科）
教学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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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的“ 宗教学导论” 将主要分为两部分。 前一部分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历
史上各种宗教的互动为主线，考察中国文化化解文化冲突、解决虚无主义，将
各种宗教转化为有利于中国社会中精神生活的积极力量的过程；第二部分将
继续前一部分的精神内核，考察古希腊以来，特别是基督教产生之后，西方宗
教文明中虚无主义的问题。
本课希望帮助学生初步了解宗教学的思想传统和一般研究方法，学会全
面、客观、学术地看待宗教问题，更系统地掌握中西方文明的相关知识，逐渐找
到通过阅读经典，化解自己种种生活问题的方法。

内容提要及相

导言（１ 学时）

应学时分配

导论，解释本大纲，宗教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中的“ 敬” 与虚无主义（６ 学时）

１． 中国文化的基本制度框架，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２． 礼坏乐崩与秩序重建，《 左传》 、《 孟子》 选读

３． 佛教传入与伦常重整，《 三国演义》 第 ７７ 回、《 西游记》 第 ９，１０，１１ 回
４． 道教的虚无神话，《 红楼梦》 第一回（ 一）

５． 尘世生活的真与假，《 红楼梦》 第一回（ 二）

６． 禅宗和尚鲁智深，《 红楼梦》 第 ２２ 回节选，《 水浒传》 第 ４，９９ 回节选
第二部分

西方宗教思想与虚无主义（７ 学时）

１． 什么是虔敬，《 游叙弗伦》

２． 古典宗教的危机，《 云》 （ 一）
３． 哲学与生活秩序，《 云》 （ 二）

４． 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马太福音》 （ 一）
５． 耶稣受难的意义，《 马太福音》 （ 二）

６． 神义论与现代虚无主义，《 卡拉马佐夫兄弟》 之《 宗教大法官》
７． 原罪与拯救，《 卡拉马佐夫兄弟》 之佐西玛与德米特里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８． 魔鬼与上帝，《 卡拉马佐夫兄弟》 之《 伊万的梦魇》
课堂讲授，文献阅读，论文写作。
闭卷与论文结合。

办法
教材

暂无

参考资料

暂无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哲学（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１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６４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将选取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通过讲授其哲学思想，建构起不
同思想间的对话关系，以此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思想及
其大致的演变历程，呈现传统内部多元的理论体系及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ｌｌ ｔｅａ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教学基本目的

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使同学了解先哲理解人与世界的思考进路，及其
在思考中所发现和面对的中国哲学问题，在多元的思想传统的发展与对话中
了解古人设计、把握生活世界的智慧。 在增加中国哲学知识的同时，也将锻炼
同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引导同学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启示与参照下，对自己的生
活展开理性而独立的思考。

内容提要及相

本门课程主要介绍先秦时期至魏晋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想，梳理和分析各

应学时分配

个思想家所用的主要范畴概念，以及他们所应对的主要社会问题。 并将探讨
各个学派、思潮的历史发展。 本门课程共包含 ４８ 学时，每周 ３ 学时（ 含 １ 学时
的讨论课） 。
一、 导言

哲学与中国哲学、哲学与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史及其规律
二、 孔子
孔子与儒家、秩序与礼、仁、中庸、天命、君子与圣人
三、 老子
老子与道家、道德之意、道与无、德与玄德、无为与自然、对儒家的批评
四、 墨子
墨子与墨家、兼爱与仁、尚贤与尚同、非乐与节葬、天志与明鬼、三表
五、 孟子
孔孟之间、仁政、性善论、尽心说、圣人论和道统说
六、 庄子

道与物、知识论和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 、自由与和谐的精神境界
七、 惠施和公孙龙

名家、历物十事、白马论、坚白论、指物论
八、 易传
儒家的新方向、两套语言、道器之间、三才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
九、 荀子
儒家的分化、性恶论、天论、礼与人道、正名、虚一而静
十、 韩非子

元培学院（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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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法术与势、道与理、历史
十一、 董仲舒
汉初的儒家与道家、大一统、德与刑、天人感应、名论、性与情
十二、 王充
元气、自然无为、实知与知实、性与命
十三、 王弼
玄学、以无为本、名教与自然、得意忘言
十四、 郭象
玄学与庄子、从山林到庙堂、独化、性与命、玄冥之境、名教与自然
十五、 僧肇
佛学的传入与六家七宗、因果学说、神不灭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
教学方式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小班由助教主持，围绕课堂讲授的主题展开讨论。 上班
讨论中，每位同学至少做一次报告，汇报对授课内容的理解。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期末闭卷考试 ７０％；小班讨论 ３０％，包括讨论及报告表现。
《中国哲学史（ 上、下） 》 ，作者：方立克，郭齐勇，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 “ 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教材） ；

《 中国哲学史》 ，作者：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 ，作者：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参考资料

《 中国哲学史》 ，作者：冯友兰；《 中国哲学大纲》 ，作者：张岱年；

《 新编中国哲学史》 ，作者：劳思光；《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作者：李泽厚；
《 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作者：史华慈；

《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作者：葛瑞汉。
课程中文名称

中国哲学（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中国哲学（ 上） ，哲学导论等

课程中文简介

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国哲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知识，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和理论特色。 本课程的特点就是通过哲学史讲论哲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宋
明理学（ 从韩愈到戴震） 的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形态，梳理、分析和研
究中国哲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而探讨其理论范式和恒久价值。

课程英文简介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ｔｓ
ｍｏｔｉｆ ｉｓ ａ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６５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 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ｔｓ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ｔｃ．， ｆｒｏｍ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教学基本目的

旨在使学生掌握中国哲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知识，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
和理论特色。 本课程的特点就是通过哲学史讲论哲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宋
明理学（ 从韩愈到戴震） 的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形态，梳理、分析和研
究中国哲学的内容与形式，进而探讨其理论范式和恒久价值。

内容提要及相

第一讲 宋明理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契机（２ 学时）

应学时分配

韩愈、李翱、宋初三先生：儒学复兴运动；佛道两教的挑战与激发；反佛；道统；
复性说
第二讲 周敦颐（２ 学时）

文献：《 通书》 和《 太极图说》 ；太极；诚几神；圣人；精神气象
第三讲 张载（２ 学时）

文献：《 横渠易传》 、《 西铭》 等；气的概念与理论；太虚即气；太和两一神化；穷
理尽性与穷神知化；民胞物与：精神哲学与天人合一；横渠四句
第四讲 邵雍（２ 学时）

文献：《 皇极经世》 与《 观物内篇》 ；体用；观物
第五讲 程颢（２ 学时）

文献：识仁篇与定性书，天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定性书中的心性论问题，儒
道会通的旨趣
第六讲 程颐（２ 学时）

经典之学的新境界（ 四书学与孟子升格） ，道德理性、心性论和形而上学，理
气，性理，心的概念，外庄内敬，主一无适，持敬涵养，格物致知穷理
第七讲 朱熹（ 上） （２ 学时）

理气关系，理一分殊，理与太极，理气动静
第八讲 朱熹（ 下） （２ 学时）

心统性情（ 己发未发和道心人心）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主敬涵养，格物致知
穷理，知行先后，中和说
第九讲 陈亮叶适
功利主义儒家，汉唐与宋代的比较，针对朱子
第十讲 陆九渊（２ 学时）
自作主宰的心学，心即理，易简工夫和发明本心，朱陆之辩（ 朱陆异同）
第十一讲 王阳明（ 上） （２ 学时）

传奇哲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
第十二讲 王阳明（ 下） （２ 学时）

致良知，四句教，大学问，阳明后学诸问题

元培学院（文科）

６５１

第十三讲 王夫之（ 上） （２ 学时）

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唯气论，理气、天人、体用、道器，理一分殊
第十四讲 王夫之（ 下） （２ 学时）

日新之化，性日生日成，理欲，知行
第十五讲 黄宗羲和顾炎武（２ 学时）

文献：《 明夷待访录》 《 日知录》 ，理气心性诸问题，工夫即本体，政治学说
第十六讲 戴震（２ 学时）

《 孟子字义疏证》 ，气化即道，血气心知，理存乎欲（ 以情絜情） ，启蒙思潮与近
代帷幕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课堂讲授每周 ２ 学时，小班讨论每周 １ 学时。

期中考试（ 当堂开卷）３０％，期末考试（ 闭卷）６０％，小班讨论 １０％。
《中国哲学史（ 上、下） 》 ，作者：方立克，郭齐勇，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 “ 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教材） ；

《 中国哲学史》 ，作者：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参考资料

《 中国哲学史新编》 ，作者：冯友兰；《 中国哲学大纲》 ，作者：张岱年；
《 宋明理学》 ，作者：陈来。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哲学（ 上）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Ｉ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授西方从泰勒士直到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分析各种哲学思想
及概念的来源及意义，为学生将来从事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课程英文简介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ｔ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ｌｅｓ ｕｎｔｉｌ Ｈｅｇｅｌ．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ｅ ｌａｙ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系统讲授西方从泰勒士直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分析各种哲学思想及
概念的来源及意义，为学生将来从事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Ｓａｙ Ｙｅｓ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ｔｕｓ 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２． Ｐｌａｔｏ’ 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６５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３．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ｏｎ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４．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ｏｎ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 （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ｔｅ （ Ｖｉｒｔｕｅ）
５．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６． Ａｖｉｃｅｎ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ｅｌａｒｄ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７． Ａｎｓｅｌｍ ａｎｄ Ａｑｕｉｎａｓ ｏｎ Ｇｏｄ（３ 学时）

８． Ｄｕｎｓ Ｓｃｏｔｕ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ｃｋｈａｍ’ ｓ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ｍ（３ 学时）
９． 笛卡尔的哲学革命（３ 学时）

１０．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３ 学时）
１１． 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论（３ 学时）
１２． 康德的理论哲学（３ 学时）

１３． 康德的实践哲学和宗教哲学（３ 学时）

１４． 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浪漫派的哲学（３ 学时）
１５．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３ 学时）

１６． 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体系（３ 学时）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加上小班讨论。

学生成绩评定

总分 １００ 分，１ 次 期 中 作 业 （ 读 书 报 告） 成 绩 占 ３０％， 期 末 闭 卷 考 试 成 绩 占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７０％。

《 西方哲学简史》 ，作者：赵敦华。

《牛津西方哲学简史》 ，作者：安东尼·肯尼；《 哲学史教程》 （ 上下卷） ，作者：威
廉·文德尔班；《 近代哲学史》 ，作者：Ｆ． Ｗ． Ｊ． 谢林。

课程中文名称

西方哲学（ 下）

课程英文名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ａｒｔ Ⅱ

开课单位

哲学系（ 宗教学系）

授课语言

中文

先修课程

无

课程中文简介

本课程有重点地讲授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和概念。 鉴于当代西方哲学分
为两种在风格和旨趣之差别明显的两种类型，因此，课程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
部分，欧洲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 其主要内容分别为大陆哲学的关注的主要
问题和思想脉路，分析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问题
解决策略。

课程英文简介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ｗｅ ｔｒｙ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ｗ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元培学院（文科）

６５３

ｂ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ｗ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教学基本目的

本课程系统讲授当代西方哲学最具影响的流派，分析各种哲学思想及概念的
来源及意义，为学生将来从事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

内容提要及相
应学时分配

１． 导论

２． 尼采（ 哲学与政治）

３． 海德格（ 哲学与政治）
４． 胡塞尔（ 现象学）

５． 萨特和梅洛·庞蒂（ 现象学）
６． 伯格森（ 法国哲学）
７． 德勒兹（ 法国哲学）
８． 福柯（ 法国哲学）

９． 分析哲学的历史及所关注的问题
１０． 弗雷格与罗素的语言理论

１１． 弗雷格与罗素理论的问题：反描述主义论证
１２． 新指称理论—直接指称理论

１３． 直接指称理论的问题 ／ 直接指称立论解决问题的策略（ Ⅰ）
１４． 直接指称理论的问题 ／ 直接指称立论解决问题的策略（ Ⅱ）
１５． 真值条件语义学与语句的意义
教学方式
学生成绩评定
办法
教材
参考资料

１６． 语境主义：意义问题的一种观察视角
课堂讲授加上小班讨论。

总分 １００ 分，１ 次 期 中 作 业 （ 读 书 报 告） 成 绩 占 ３０％， 期 末 闭 卷 考 试 成 绩 占

７０％。

《 现代西方哲学新论》 ，作者：赵敦华。
暂无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１

现代汉语 （ 上）

２

现代汉语 （ 下）

３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一）

４
５

６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 （ 三）

中国古代文学史 （ 四）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７

语言学概论

８

中国现代文学史

９

中国当代文学

１０

文学原理

１１

专书选读（ 一）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书选读（ 二）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书选读（ 三）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１２
１３

１４

中文工具书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１５

课名

中国古代文化

１６

古代典籍概要

１７

比较文学原理

１８

民间文学概论

１９

计算概论（ Ｂ）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数据结构与算法（ Ｂ）
概率统计（ Ｂ）

Ｃ＋＋语言程序设计

学年论文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２４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２５

西方文学理论史

２６

西方文学史

２７

汉语方言学

２８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２９

汉语语音学基础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实验语音学基础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理论语音学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文字学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汉语史（ 上）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汉语史（ 下）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６５５

６５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版本学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目录学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校勘学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古文献学史（ 上）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古文献学史（ 下）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专业

线性代数 （ Ｃ）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数据库概论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４４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４５

语言 工 程 与 中 文 信 息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４６

阅读与写作（ 初级）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４７

阅读与写作（ 高级）

专业必修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３５

训诂学

３６

汉语音韵学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８

４９

５０

处理

中国古代史（ 上）

中国古代史（ 下）

中国现代史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５１

５２

课名

中国历史文选（ 上）

中国历史文选（ 下）

低年级小班研讨课（ 系
列） ：

课类

学院

５３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历史学系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世界古代史练习

专业

专业必修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中国近代史练习

６５７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５４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世界史通论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部分）

６５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５５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史学概论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５６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典学方向）

部分）

古代东方文明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５７

古希腊罗马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５８

中世纪欧洲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５９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亚洲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部分）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６０

课名

欧洲史

课类

学院

６５９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６１

美国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６２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部分）

拉丁美洲史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６３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部分）

非洲史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６４

外国历史文选（ 上）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部分）

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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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名

课类
专业必修

学院
历史学系

专业
世界史专业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６５

外国历史文选（ 下）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６６

外文 历 史 史 料 选 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 上）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６７

６８

外文 历 史 史 料 选 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 下）

史学新生导学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部分）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６９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７０

中国史学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部分）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课类

学院

６６１

专业

７１

外国史学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７２

艺术史概论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７３

历史论文写作

７５

外文 历 史 名 著 选 读

７８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
学方向）

外文 历 史 名 著 选 读

７７

部分）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西方古

７４

７６

部分）

（ 上）
（ 下）

中国古代史 Ｂ（ 上）

中国古代史 Ｂ（ 下）

中国历史文选 Ｂ（ 上）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６６２

序号

７９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名

中国历史文选 Ｂ（ 下）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 专业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 外国历史

专业必修

历史学系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专业

部分）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中国古
典学方向）

８０

中国考古学（ 上一）

８１

中国考古学（ 上二）

８２

中国考古学（ 中一）

８３

中国考古学（ 中二）

８４

中国考古学（ 下一）

８５

中国考古学（ 下二）

８６

田野考古学概论

８７

田野考古实习

８８

科技考古

８９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文物鉴赏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文物研究与鉴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博物馆教育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博物馆实习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９６

文物保护材料学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９７

考古学通论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方向）专业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９８

课名

课类

学院

６６３

专业

文化遗产学概论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文物分析技术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无机质文物保护与实验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有机质文物保护与实验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文物保护专业实习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中国建筑史（ 上）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中国建筑史（ 下）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中国传统建筑构造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建筑设计（ 三）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１０９

建筑设计（ 四）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１１０

文化 遗 产 踏 查 与 测 绘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１１１

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１１２

文化 遗 产 保 护 规 划 设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文物建筑方向）

１１３

世界考古学（ 上）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

世界考古学（ 下）

专业必修

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实习

计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中国哲学（ 上）

中国哲学（ 下）

６６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中国宗教史

专业必修

哲学系（ 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基础阿拉伯语 （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

基础阿拉伯语 （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

基础波斯语（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波斯语专业

基础波斯语（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波斯语专业

基础波斯语（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波斯语专业

基础波斯语（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波斯语专业

基础 韩 国 （ 朝 鲜） 语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专业

基础 韩 国 （ 朝 鲜） 语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专业

基础 韩 国 （ 朝 鲜） 语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专业

基础 韩 国 （ 朝 鲜） 语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专业

西方哲学（ 上）

西方哲学（ 下）

伦理学导论

美学原理

科学哲学导论

基础阿拉伯语 （ 二）
基础阿拉伯语 （ 三）

（ 一）
（ 二）
（ 三）
（ 四）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１３８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德语精读（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德语精读（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德语精读（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１４１

德语精读（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１４２

德语 国 家 文 学 史 与 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１４３

德语 国 家 文 学 史 与 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１４４

德语 国 家 文 学 史 与 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１４５

德语 国 家 文 学 史 与 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１４６

基础俄语（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基础俄语（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基础俄语（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基础俄语（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俄罗斯文学史（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俄罗斯文学史（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俄罗斯国情（ 上）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俄罗斯国情（ 下）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法语精读（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法语精读（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法语精读（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１５７

法语精读（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１５８

法国 文 学 史 和 文 学 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１５９

法国 文 学 史 和 文 学 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１６０

菲律宾语（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菲律宾语专业

菲律宾语（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菲律宾语专业

菲律宾语（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菲律宾语专业

菲律宾语（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菲律宾语专业

菲律宾概况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菲律宾语专业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７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２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６１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６４

读（ 一）

读（ 二）

读（ 三）

读（ 四）

读（ 上）

读（ 下）

６６５

６６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１６５

课名
基础蒙古语 （ 一）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蒙古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蒙古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蒙古语专业

基础蒙古语 （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蒙古语专业

葡萄牙语（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葡萄牙语（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葡萄牙语（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１７２

葡萄牙语（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１７３

葡萄 牙 历 史 和 文 化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１７４

葡萄 牙 历 史 和 文 化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１７５

（ 下）

巴西历史和文化（ 上）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巴西历史和文化（ 下）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基础日语 （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基础日语 （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日本文学史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１８２

日语概论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１８３

基础 乌 尔 都 语 教 程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乌尔都语专业

１８４

基础 乌 尔 都 语 教 程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乌尔都语专业

１８５

（ 二）

基础乌尔都语（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乌尔都语专业

基础乌尔都语（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乌尔都语专业

西班牙语精读（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西班牙语精读（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西班牙语精读（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１９０

西班牙语精读（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１９１

西班 牙 语 文 学 史 和 文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１６６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７０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７９
１８０
１８１

１８６
１８７
１８８
１８９

基础蒙古语 （ 二）
基础蒙古语 （ 三）

（ 上）

基础日语 （ 二）
基础日语 （ 三）

（ 一）

学选读（ 上）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１９２

西班 牙 语 文 学 史 和 文

１９３

拉丁 美 洲 文 学 史 和 文

１９４

拉丁 美 洲 文 学 史 和 文

１９５

课类

学院

６６７

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英语精读（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越南语专业

英语精读（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越南语专业

英语精读（ 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越南语专业

英语精读（ 四）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越南语专业

英国文学史（ 一）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英国文学史（ 二）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普通语言学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英译汉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２０３

汉译英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２０４

美国 文 学 史 与 选 读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２０５

美国 文 学 史 与 选 读

专业必修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２０６

（ 二）

影视理论与批评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文化产业导论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跨文化艺术传播学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中国美术通史（ 上）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中国美术通史（ 下）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西方美术通史（ 上）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西方美术通史（ 下）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西方艺术学原著导读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２１６

艺术史论专业论文写作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２１７

艺术博物馆学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１９６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９
２００
２０１
２０２

２０７
２０８
２０９
２１０
２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１５

学选读（ 下）

学选读（ 上）

学选读（ 下）

（ 一）

６６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剧作法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电影音乐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视听语言（ 电影音乐）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视听语言（ 电影语言）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２２５

表演理论与实践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２２６

影视制作（ 电影剪辑基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础）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２２７

影视导演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戏曲史与戏曲美学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中国电影史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中国电影专题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世界电影史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世界电影专题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文化经济学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艺术法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创意管理学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２３７

文化市场与政策

专业必修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２３８

国际关系史（ 上）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３９

国际关系史（ 下）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０

中国对外关系史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１８

视觉文化导论

２１９

图像阅读专题

２２０

书画理论与实践

２２１
２２２
２２３
２２４

２２８
２２９
２３０
２３１
２３２
２３３
２３４
２３５
２３６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２４１

外交学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
际政治（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
业方向）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２４２

社会科学方法论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３

比较政治学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４

原著译读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５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６

英语写作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７

国际公共政策导论（ 中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８

中国 政 治 与 公 共 政 策
（ 英文）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４９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０

国际 组 织 与 全 球 治 理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１

谈判 模 拟 与 国 际 文 书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２

中外文化比较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３

第二外国语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４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５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６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专业必修

国际关系学院

２５７

刑事诉讼法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国际私法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经济法学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２５８
２５９

文）

前沿名家讲座

写作

６６９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
政策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
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
政策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
政策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
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

６７０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２６０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商法总论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国际公法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国际经济法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知识产权法

专业必修

法学院

法学专业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计量学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服务学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２６９

信息存储与检索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２７０

信息政策与法规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２７１

管理信息系统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分析与决策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２７４

图书馆学概论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２７５

社科 文 献 资 源 与 检 索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２７６

中国图书史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２７７

知识 服 务 组 织 的 管 理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２７８

信息资源建设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公共文化服务概论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图书馆参考咨询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数据库系统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文本挖掘技术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机器学习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信息表示与知识图谱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数据可视化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数据治理

专业必修

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２６１
２６２
２６３
２６４
２６５
２６６
２６７
２６８

２７２
２７３

２７９
２８０
２８１
２８２
２８３
２８４
２８５
２８６

计算机网络概论

利用

创新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人类学理论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人类学史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人类学方法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田野作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中国社会学史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论证性论文写作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中国社会思想史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个案工作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群体工作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社区工作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社会行政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社会政策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人类学专题讲座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政治人类学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民族与社会

专业必修

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政治学前沿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比较政治学概论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２８８

社会心理学

２８９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２９０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２９１

社会统计学

２９２

数据分析技术

２９３

社会调查实践

２９４

社会人类学

２９５

２９８
２９９
３００
３０１
３０２
３０３
３０４
３０５
３０６
３０７
３０８
３０９
３１０
３１１

专业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概论

２９７

学院

专业必修

２８７

２９６

课类

６７１

６７２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３１２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比较公共管理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组织与管理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地方政府管理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公共经济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行政学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管理运筹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法治政府概论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城市经济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区域经济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经济地理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城市管理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３２７

城市规划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３２８

地理 信 息 系 统 基 础 与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３２９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政治学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地方政府与法治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西方政治制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城市发展与政策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行政伦理学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城市历史与文化

专业必修

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政治经济学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科学社会主义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３４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３４１

中国 化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３１３
３１４
３１５
３１６
３１７
３１８
３１９
３２０
３２１
３２２
３２３
３２４
３２５
３２６

３３０
３３１
３３２
３３３
３３４
３３５
３３６
３３７
３３８
３３９

应用

典著作导读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３４２

习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３４３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３４４

中国 近 现 代 史 重 要 问

３４５

马克 思 恩 格 斯 经 典 著

３４６

马克 思 恩 格 斯 经 典 著

３４７

３４８
３４９
３５０
３５１
３５２
３５３
３５４
３５５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专业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新闻采访写作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新闻编辑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新闻摄影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中国新闻史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世界新闻史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新闻评论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色社会主义思想

题研究

作导读（ 上）

作导读（ 下）

传播学研究方法

传媒伦理与法律法规

互联网认知

３５６

视听语言

３５７

视频编辑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视频采访与写作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口语传播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影视制作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广告学概论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中外广告史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３５８
３５９
３６０
３６１
３６２
３６３

６７３

６７４

序号
３６４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市场调查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广告媒体研究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广告策划与创意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公共传播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品牌研究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创意传播管理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市场营销原理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非虚构写作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英语新闻阅读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视听新闻理论与实务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专业必修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外国经济思想史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中国经济史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外国经济史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产业组织理论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信息经济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３８２

《 资本论》 选读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３８３

发展经济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３８４

应用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社会实践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３８６

国际贸易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３８７

国际金融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３８８

国际投资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世界经济史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世界经济专题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中国对外经济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３６５
３６６
３６７
３６８
３６９
３７０
３７１
３７２
３７３
３７４
３７５
３７６
３７７
３７８
３７９
３８０
３８１

３８５

３８９
３９０
３９１

新媒体创作与运营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投资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金融工程概论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保险学原理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风险管理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保险经济学导论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保险精算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４０１

金融会计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４０２

社会保险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４０３

财政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福利经济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统计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公共经济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预算经济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保险法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比较税收学

专业必修

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３９２

货币银行学

３９３

金融经济学导论

３９４
３９５
３９６
３９７
３９８
３９９
４００

４０４
４０５
４０６
４０７
４０８
４０９

４１０

４１１

公司金融

宏观经济学

组织与管理

６７５

６７６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４１２

４１３

４１４

４１５
４１６
４１７
４１８
４１９
４２０
４２１
４２２
４２３
４２４
４２５
４２６
４２７
４２８
４２９
４３０
４３１
４３２
４３３
４３４
４３５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成本与管理会计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中级财务会计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财务报表分析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税法与财务会计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高级财务会计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审计学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高级管理会计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劳动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经济方向）

货币金融学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证券投资学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金融工程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国际金融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金融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固定收益证券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营销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消费者行为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市场数据分析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营销学

公司财务管理

管理科学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４３６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定价策略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精准营销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渠道管理（ 英）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品牌管理

专业必修

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经济学原理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中级宏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中级微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计量经济学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４４４

中国经济专题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４４５

中国 经 济 专 题 小 班 讨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４４６

经济学研究训练

专业必修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普通地质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普通岩石学 （ 一）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普通岩石学 （ 二）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古生物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地史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植物生物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动物生物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遗传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普通地质实习 Ａ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综合地质实习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定量细胞生物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数学－物理的整合Ⅰ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定量分子生物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整合化学动力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古生物学专业

４６１

多元微积分与线性代数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４６２

整合 量 子 力 学 与 分 子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４６３

整合热力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综合实验课程 Ｉ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综合实验课程 ＩＩ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数据科学导引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４３７
４３８
４３９
４４０
４４１
４４２
４４３

４４７
４４８
４４９
４５０
４５１
４５２
４５３
４５４
４５５
４５６
４５７
４５８
４５９
４６０

４６４
４６５
４６６

论课

光谱

６７７

６７８

北京大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手册——文科卷（２０２０）

序号
４６７
４６８
４６９
４７０
４７１
４７２
４７３
４７４
４７５
４７６
４７７
４７８
４７９
４８０
４８１
４８２
４８３
４８４
４８５
４８６
４８７
４８８
４８９
４９０
４９１
４９２
４９３
４９４
４９５
４９６
４９７
４９８
４９９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概率论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数理统计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数值与计算方法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整合科学专业

分布与并行计算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人工智能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深度学习：算法与应用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统计机器学习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大数据中分析的算法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最优化方法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航空航天概论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微电子与电路基础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电子技术实验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工程数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材料力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理论力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空气动力学基础和实践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工程流体力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飞行力学与控制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政治学前沿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政治学原理（ 上）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政治学原理（ 下）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政治学概论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与技术方向）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政治经济导论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经济学原理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经济学原理（ Ⅰ）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经济学原理（ Ⅱ）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中级微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中级宏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微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宏观经济学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哲学导论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宗教学导论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核心课程总目录（ 文科）
序号
５００
５０１
５０２
５０３
５０４

课名

课类

学院

专业

中国哲学（ 上）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中国哲学（ 下）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西方哲学（ 上）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西方哲学（ 下）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毕业论文

专业必修

元培学院

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

６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