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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代码：1.020.0011

英文课程名称：Cultivation of Ethics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3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及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为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

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

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为逐渐成长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实现中国

梦的时代新人，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基础。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代码：1.020.0021

英文课程名称：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Marxism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3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依据全校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设的通识类必修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通过

本课程学习，力求使学生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求学生掌握和了

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学会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各种社会实际问题，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

发展基本规律，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认识社

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代码：1.020.0042

英文课程名称：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3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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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

解放的历史，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

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进行中华民

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他们的思想

政治素质，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

和坚定信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不仅要在基本观点上，而且要在历史观、方法论上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好十九大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

线，围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认同“四个选择”、坚定“四个自信”，在遵循教材基本观

点、基本精神基础上，打破章节结构、进行专题教学。

课程名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课程代码：1.020.0051

英文课程名称：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al Affair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2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二年级

课程简介：

引导当代大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进而客观、理性、全面地以国际视野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清晰认识

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学生基本了解当今时代的国际特征和国际

矛盾，认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实质，从而深刻理解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此外，了解今天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状况，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进一步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能沟通中外文化，从业于国际商贸，

又能维护国家利益。

课程名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代码：1.020.0063

英文课程名称：General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m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5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各个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该课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课程教学，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线，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主要内

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重点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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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课程名称：形势与政策

课程代码：1.020.0071（仅限 2017 级）、1.020.0072（仅限 2018 级）

英文课程名称：Situation and Policy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2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年级、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

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本课程着

重对学生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

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的教育；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原

则立场教育，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改革与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

时代背景，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正确思考、分析和判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把握未来，勤奋学习，成才报国。

课程名称：现代汉语

课程代码：1.030.001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Chinese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语言）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至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主要立足于基础知识（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较为系统的讲授以

及相应的语言操练，注重对学生分析汉语、研究汉语的学术兴趣的适当培养，目的在于深化学生对

汉语的认识，并且使汉语在学生的外语学习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正迁移，增强学生母语学习的自觉性

兴趣，提高学生母语分析的敏感度。

课程名称：中国现代文学

课程代码：1.030.002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语言）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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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一至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不以全面梳理整个现代文学史为目标，而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以鲁迅、沈从文等经典

作家为主题分为若干单元，每个单元选取一篇代表性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深入到具体的段落、句子、

字词来体会不同作家各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引导学生在领略文学魅力的同时，重新认识和发现自己

母语的奇妙之处。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注意抓住关键处的辐射，帮助学生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感受其人格魅力，进而激发出对人生和世界更深切的感受和思考。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

课程代码：1.030.0031

英文课程名称：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语言）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至三年级

课程简介：

由于受授课对象专业各异、学科背景复杂以及课时偏少等因素的限制，本课程在教学设计与实

施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精细研读经典文本，并力求以点带面地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是唐代以

前），以帮助学生大致建构起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切实感受母语的魅力，深入体

悟并吸纳经典诗文所蓄积的文化精神力量，不断发展母语思维能力与创造性表达能力。

课程名称：语言学概论

课程代码：1.030.004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语言）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一至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选取 15 个语言学或与语言学交叉的主题，在具体讲解的基础上，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健全的语言文化素质，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运用鉴赏水平。本课

程旨在使学生较为透彻地了解与认识人类语言的一般原理（语言的性质、结构规律、演变规律等），

以及语言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帮助学生在掌握语言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进行跨学科思考相关

问题，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交叉、组合，使学生具备创新能力。

课程名称：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代码：1.050.0021

英文课程名称：Computer Operation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计算机）

学分：3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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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大学本科非计算机专业公共必修课，是计算机教学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

通过系统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计算机基本操作、

办公应用、网络应用以及多媒体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技能，使学生具备运用计算机、网络平台和

计算机的相关技术及工具来解决本专业领域中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习使学生对数字化、信息

化、网络化社会中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有所领悟，使学生树立知识产权意识，了解信

息安全的知识。

课程名称：体育

课程代码：1.040.0021/1.040.0022/1.040.0023/1.040.0024

英文课程名称：Physical Education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体育）

学分：1

开课院系：体育教学部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体育课共设置棒球、排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旱地冰球、跆拳道、健美操、功夫扇、冰

壶、击剑、游泳等 18 个专项。开设专项初级班和高级班，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及能力选择专项，实

现分级分层教学。每学期第 12-13 周进行理论考试。体育是我校完全学分制课程改革学科之一，学

生须在大学四年中修满 4 个学期的体育课（144 学时），达到课程标准取得学分。学生可关注“SISU

体育教学部”微信公众号，绑定学号，查询各类信息，获取最新我校体育资讯。

体育专项：

1、棒垒球：

男生开设棒球专项初高级班，女生开设垒球专项初级班。掌握棒垒球运动传、接、投、击、跑

为主的基本技术，提高技术动作质量，注重提高基本技术在临场中的运用能力。重点掌握进攻，防

守战术的基础配合。学会根据本队特点制定攻、防战术，掌握进攻节奏，增强战术意识，提高实战

能力。一般身体素质与专项身体素质紧密结合，贯穿教学始终，经常地、科学地从事锻炼，全面提

高身体素质水平。

2、篮球：

该专项开设初级班与高级班，了解和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技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使学生较

好的掌握篮球运动的基本理论系统，掌握篮球运动技战术运用能力，积极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能

够代表学校参加各级篮球竞赛活动。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全面发展体能，提高自身科学锻炼的能

力，练就强健的体魄。在具有挑战性的运动环境中，能友善的融入自然表现出挑战自我的精神，在

篮球训练和比赛中，表现出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

3、旱地冰球：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旱地冰球的技术、战术，培养学生对旱地冰球的爱好，促

进学生身体全面发展，增强学生体质。通过在比赛中技战术的配合，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增

强凝聚力。在发展一般身体素质的基础上加强专项素质的训练，着重提高学生往返冲刺跑能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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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速度耐力素质，以适应旱地冰球比赛中高强度耐力需要。让学生初步掌握旱地冰球的竞赛

组织及管理能力。

4、乒乓球：

乒乓球开设初级和高级班，通过讲解和介绍乒乓球运动的起源发展，增强学生对乒乓球运动的

了解和认识，提高观赏乒乓球比赛的能力。通过乒乓球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基本知

识、竞赛规则及比赛方法；掌握乒乓球运动的发球、推挡、攻球、脚步移动、等基本技术，并能参

加和组织教学比赛；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健康意识，提高身体素质，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品

质和团队精神提高自信心，促进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5、足球：

在学生对足球感兴趣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足球的基础理论、基本技术及基本战术，使学生能够

较好地掌握足球运动的传接球、控球等技术。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练习，提高学生身体的协调性、柔

韧性、肌肉力量及关节的灵活性等。通过学习了解足球的起源、发展概况、规则与裁判法及竞赛的

组织工作，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6、排球：

该专项开设初级和高级班，基本掌握排球传球、垫球、发球以及拦网等基本技术，加强各基本

技术之间的配合、串联、培养战术意识。在发展一般身体素质的基础上，加强专项素质的训练，增

强学生体质。初步了解排球竞赛规则和组织竞赛方法，培养部分学生能担任竞赛裁判工作。培养学

生集体主义精神，树立高尚的体育道德和勇敢顽强的良好作风。

7、羽毛球：

该专项开设初级和高级班，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激发学生的运动兴

趣，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与健康行为；使学生掌握羽毛球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基

本战术和运动技能，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团结协作等优良品质，树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

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8、冰壶：

通过教学使学生基本了解冰壶的起源与发展，提高对冰壶运动的认识，通过学习冰壶运动提高

身体素质，让学生基本掌握一般的冰壶技巧。此外，通过学习了解冰壶的规则与冰壶精神的魅力所

在，提高冰壶比赛的观赏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磨砺良好的意志品质，培养学生

团结协作的工作意识。

9、健美操：

通过健美操练习，增强学生的心肺功能，改善学生的形体，培养学生良好的节奏感、优美感和

表现力。使学生了解健美操运动的基本知识、编排原则与方法，培养学生的自编能力、团结协作精

神和创造力。通过健美操教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观赏能力，陶冶高雅情操。教学中，

通过把健美操运动与健康和终身体育密切相联系，实现学生身体、心理、社会的整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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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击剑：

了解和初步掌握击剑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础技术和基本技能以及竞赛规则。并通过击剑运

动学习锻炼身体和意识的协调统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运动和敏捷的反应能力，增强心理建设和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顽强拼搏的意识。

11、艺术体操（初级）----徒手

通过本课程学习，发展与提高学生柔韧、灵巧、协调、平衡、力量等身体素质。初步掌握艺术

体操徒手练习（即身体动作）各项基本技术，建立身体各部位良好的运动感觉，规范基本姿态、基

本位置和正确的运动路线以及运动规律，形成良好身体姿态。掌握身体动作的技能技巧，增强学生

节奏感、韵律感、优美感和艺术表现力，熟练掌握身体动作的方法为持轻器械动作打下基础。初步

掌握集体徒手成套表演的创编方法，挖潜学生学习潜能与个性潜能，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创

新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

12、艺术体操（高级）----球

手持轻器械动作是艺术体操的主要练习形式也是其竞赛的规定内容。初步掌握艺术体操球的各

个基本动作，熟悉球的性能，建立持球动作时，身体各部位良好的运动感觉，使球的运动与身体动

作协调配合，体验球是作为肢体的延伸。初步掌握持球动作的基本技能，增强身体各部位的协调性、

柔韧性和肌肉的控制能力，熟练掌握球的组合动作与成套动作，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节奏感、韵律感、

对音乐的感受力及艺术表现力，体验人与器械运动的自然美、韵律美、和谐美。

13、跆拳道

该专项开设初级和高级班，掌握跆拳道的练习方法和实施运用，学习中国传统武术礼仪。树立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养成锻炼身体习惯。提高学生自卫防身意识、预防能力及临场应变能力。

在实践中让学生初步掌握自卫防身的格斗技巧。在提高学生自卫防身综合能力的同时，提高身体素

质。通过对各种案例的分析，提高学生的警觉意识及做好格斗的心理准备，分解动作与组合攻击相

结合，提高学生的实战技巧和打斗能力。

14、功夫扇

功夫扇使扇子的挥舞和太极的运动技巧灵活结合，使武术动作与中国功夫和歌曲旋律巧妙结

合，揉合了不同流派的太极拳、太极剑等动作，内容丰富新颖，载歌载“武”，而且易学易练。系

统学习功夫扇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及基本技能，使学生掌握健身锻炼的基本方法，促进身体

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的效果。在演练套路时，不断变化的形体表现

和节奏变化使学生获得一种美的感受。

15、太极拳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之一，传统太极拳门派与招式众多，要求学生掌握武术基本功、基本动

作以及“二十四式太极拳”，一招一式结合气息的吐纳，以柔克刚，达到对意、气、形、神的锻炼，

达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强身健体的目的。太极拳是中华武术的瑰宝，通过武术的练习，让学生

正确理解“健康”的概念，并激起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顽强、坚

韧的意志品质。

7



16、游泳

为了充分利用松江大学城新建的室内温水游泳池这一共享资源，开设游泳体育课程，培养学生

更好的学习和掌握驾驭自然环境的能力。教学以学习游泳运动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用理论知识指导

游泳教学实践活动。用流体力学来分析与理解泳姿之原理，学习和掌握臂腿分解技术和配合技术；

同时进一步掌握水中运动的呼吸方法、跳水技术、转身技术；在学习与练习踩水技术的同时巩固已

有的游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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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日本文学导读

课程代码：1.010.0256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iteratur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核心）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总体讲述和对各典型文学样式以及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专

题解读的方法，使学生掌握分析、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建立日本文学知识修养，同时为学生了解

日本历史、文化、社会提供素材，对拓宽学生人文视野、培养人文素质和思辨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课程名称：美国外交

课程代码：1.010.0257

英文课程名称：Diplomacy of the U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核心）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对不同外交决策者角色的分析，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剖析，

对美国立国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外交战略调整历史的深入了解，使学生更透彻地把握美国外交

政策背后的运作逻辑，有能力自主思考和判断涉及美国的各类国际现象和国际热点问题，并不断以

美国为参照物考量中国外交政策的得失，拓展国际视野淬炼批判精神，成为有思考深度的上外人。

同时，本课程鼓励学生阅读英文资料，用英文回答问题，有利于将英语学习和国际知识学习融为一

体。

课程名称：汉字与文化

课程代码：1.010.0258

英文课程名称：Chinese Etymolog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核心）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学将立足于文化的角度阐释汉字。将先简单介绍有关汉字的一些基本知识（产生、发

展、结构等），让学生对汉字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然后重点揭示汉字的文化蕴涵，主要根据汉字实

际以单字、字组、字族等形式向学生展示汉字所蕴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信息。本

课程试图通过对汉字文化属性的揭示，向学生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新视角，帮助学

生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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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国际关系史

课程代码：1.010.0013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探讨：（一）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理论与法学的相关知识来研究国际关系；（二）

如何认识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又有哪些帮助；（三）如何看待

中国在国际关系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通过学习国际关系史，希望能帮助学生培养对国际关系发展

的整体认识，掌握历史的线索，并对时下局势的变化有所思考。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国际关系”

的内涵；掌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二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战后两大阵营的形成、对抗及分化、

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课程名称：创意舞动

课程代码：1.010.0023

英文课程名称：Creative Danc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艺术教育中心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创造力和发散性思维培养的舞蹈实训课程，是以身心学理论为基础，对

大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进行培养的身体动作教育实践与探索。它不是传统的舞蹈动作训练和模

仿练习，而是旨在教会学生识别和运用身体动作，以及即兴舞动的方法，重新唤醒学生深入感知身

体、倾听内心、以及身体表达的能力，帮助学生寻找富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动作发展模式，开发个

体创造和表达潜能。

课程名称：日本政治与外交

课程代码：1.010.0026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Politics & Diplomac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对日本的文化特质和社会构造有一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使学生能够较正确

地理解日本国民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本课程讲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社会、文化、

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状况及其相关制度；授课内容包括各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的简单介绍

以及日本实际状况的分析。本课程共分为 11 次，每次三节课，其中社会（包括教育）4 次，文化（包

括政治）4 次，经济 2次，第 11 次为考试。

10



课程名称：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课程代码：1.010.0027

英文课程名称：Religion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通过探讨宗教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角色演变，以帮助学生增进对国际

政治现实变迁的过程中，宗教因素的了解，从而提高对相关研究工作的综合能力。

课程名称：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作精讲

课程代码：1.010.0028

英文课程名称：Appreciatio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Masters and Masterpiece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梳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突出贡献

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徐志摩、赵树理等著名作家的人生历程和人格魅力，赏析其代表作品《阿

Q 正传》、《再别康桥》、《边城》、《传奇》、《小二黑结婚》等的艺术、思想和社会成就；内

容涉及小说、诗歌、电影等多种体裁。一方面让学生了解掌握中国作家作品的类型特点、思想意蕴、

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特别是文学对中国现代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要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文学阅读和审美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审美层次和思想

境界。

课程名称：俄罗斯幻想文学百年（从 1820-1920 年代）

课程代码：1.010.0029

英文课程名称：A Century of Russian Fantasy (from 1820-1920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幻想文学的发展是文学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观察幻想文学在某一国别的变迁我们

不仅可以窥见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类在特定阶段是如何借助文学认

识并重构周遭世界的。俄罗斯不仅仅是一个有着深远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大国，其幻想文学的发生

同样可以追溯到普希金生活的黄金时代。从 1820 至 1920 年代的将近一百年间，俄罗斯的幻想文学

经历了它的萌芽、发生、发展和高潮，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经典作家，为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

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课程将系统地结合文学批评理论、历史背景阐释以及具体作品分析，为学

生呈现俄罗斯幻想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独特风貌，希望通过教学令学生了解俄罗斯文学史概况，达到

提高文学审美和批评能力，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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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高等数学

课程代码：1.010.0032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为学生提供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课程最精华、最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同时将为学生打开一

扇通向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训练的大门。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会大大提高其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并为其后继专业课

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名称：体育欣赏

课程代码：1.010.0037

英文课程名称：Sports Apprecia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体育教学部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体育欣赏课程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现代奥运会项目和时下国际影响力大、热门的体育运动项目

及赛事为主要课程内容，通过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小班分组讨论教学等形式；利用多媒体教学

课件、录像、投影等等现代教育技术方法；采用讨论式教学、现场教学比赛等多种教学策略进行教

学；结合我校“多语种+”培养目标，在课堂教学中将邀请相关国外学者教师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

对运动技能和学科知识进行教学。

课程名称：《圣经》《古兰经》故事导读

课程代码：1.010.0042

英文课程名称：Guided Reading of Bible and Koran Storie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满足我校培养人文外交人才、国际公务员等特需目标以及提高学生的世界宗教历史文

化专业知识水平而开设，旨在提高学生以追根溯源的治学精神和“经典迁移”的影响研究方法，对

宗教文化典型案例的分析能力、相关基础理论的运用能力，强化专业意识。

课程名称：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课程代码：1.010.0043

英文课程名称：Log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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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批判性思维是一门以培养学生面对做什么或者相信什么而做出合理决定为目标的思维训练课

程，帮助我们摈弃错误、扭曲和带有偏见的非理性思维，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原则和方法来认

清自己的感受、情绪和需求，为我们提供一种理性、真诚和公正的方式观察社会、认识自我和他人。

批判性思维帮助我们在分析思维元素内容的基础上利用思维标准衡量并改造思维，以进行全面理智

公正的思维。批判性思维在所有的情境中首先关注思维的 8个元素：包括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信息、解释和推理、概念、假设、结果和意义、观点；并进一步利用思维 9个标准对思维方式进行

评估：通过指出思维元素的优势和劣势包括内容的清晰度、准确性、精确性、相关性、深度、广度、

重要性和公正性。

课程名称：个人理财

课程代码：1.010.0057

英文课程名称：Personal Financ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全面介绍了个人与家庭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理财知识。包括基本的理财原理及其现

实应用，如货币的时间价值、社会福利与所得税、个人信用等；当前常见的主要金融服务，如银行

业务、储蓄管理、保险、购房贷款、投资等。在教学过程中，也指导学生开展初步的理财实践，如

记账、制订预算、开展财务规划等。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树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存之有法的财

富观，养成量入为出、计划引导、储蓄优先的生活理财习惯，为学生毕业后成家自立提供初步的生

活理财教育。

课程名称：唐诗与宋诗赏析

课程代码：1.010.0062

英文课程名称：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Poe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诗分唐宋是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的重要命题，课程以唐诗、宋诗的介绍和赏析为中心，对

唐宋诗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两种诗美范式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中国诗史和文学史的

重要问题和现象进行必要的梳理，这对于增强学生的古典基础，提高审美能力、分析能力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

课程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整个中国诗史的发展做系统的、简括的梳理，藉此将唐宋诗发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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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文学流变和诗史流变的脉络这下进行考察。二是对唐宋诗本身做细致系统的分析介绍，尤其

是一些重要的、具有转折和示范意义的作家作品作重点分析介绍。三是对诗歌中涉及到的重要文化

事象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四是在方法上进行大量的文本分析和文本比较，以见出诗歌表达方式上

的包括结构和意象运用上的传承和变异的关系。

课程名称：日本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1.010.0068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对日本的文化特质和社会构造有一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使学生能够较正确

地理解日本国民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主要讲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社会、文化、

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状况及其相关制度；授课内容包括各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的简单介绍

以及日本实际状况的分析。本课程共分为 11 次，每次三节课，其中社会（包括教育）4 次，文化（包

括政治）4次，经济 2 次，第 11 次为考试。考试方式为期末小论文。本课程授课教师由日本文化经

济学院从事日本相关各领域研究的三名教师担任。

课程名称：OFFICE 软件在企业中的高级应用

课程代码：1.010.0070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Application of Office Software in Industr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使用 Word 编写产品文档、使用 Excel 制作销售订单查询系统、使用

PowerPoint 制作生动形象的产品推介幻灯片、使用 Outlook 收发邮件和个人时间管理、使用 Project

进行项目管理和团队协作、使用在线 Office 操作工作流、使用 InfoPath 设计表单收集数据、使用

OneNote 整理资料等。

本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在线学习材料（200 多项），并按照逻辑进行了梳

理，特别注重和入门级操作有所区别。

课程名称：围棋入门

课程代码：1.010.0107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the Game of Go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体育教学部

授课对象：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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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围棋是一项起源于中国，兴盛于东亚，并逐步传播到全世界的智力运动，以黑白两色棋子在以

纵横 19 路、总计 361 个交叉点的棋盘上进行。在全球主流棋类游戏中，围棋的规则最为简单，但

是变化却最为复杂。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人工智能就已经攻克了国际象棋的堡垒。但是在围棋领

域，直到 2017 年 Alphago 的出现，人工智能才达到了专家的水平，但其变化仍然未被穷尽。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赋予了围棋巨大的魅力，东方思维方法和思维体系在围棋身上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围棋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重大的贡献之一。

课程名称：税法

课程代码：1.010.0152

英文课程名称：Tax Law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税法是一门介绍税收基础知识和中国现行税收制度的课程。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税收的基本

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了解税法在税务工作、税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能够运

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税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税法总论、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和其他税种等。

课程名称：欧洲中世纪文学与文化

课程代码：1.010.0153

英文课程名称：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Medieval Europ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和讲授欧洲中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文化现象，通过对经

典文学文本、思想论著以及艺术作品的细读和深入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中世纪文学与文化的

总体状况和发展流变历程。本课程尝试将欧洲中世纪各种类型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置入到这一时期特

有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解读，梳理和讲解中世纪的神学、法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因素对于创作者和文

艺作品的深刻影响。此外，本课程还将一度被传统研究忽略的中世纪女性作家群体和边缘文类纳入

到本课程分析和研讨的范围当中。

课程名称：圣经文学导论

课程代码：1.010.0154

英文课程名称：An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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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圣经》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加以读解，以文本精读和历史背景介绍为主要内容，希望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圣经》成书与流传的历史，了解《旧约》与《新约》的主要内容，深化

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认知，提高其文学鉴赏能力，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

课程名称：伊斯兰与国际关系

课程代码：1.010.0175

英文课程名称：Isla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重点对伊斯兰政治文化、伊斯兰政治思潮、伊斯兰与中东地区大国外交、伊斯兰与中东

地区热点问题、伊斯兰与中东变局等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讲述。其目标在于从国际关系的视角

帮助学生了解纷繁复杂的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在讲授方法上重视教研相长，通过专题讲授、

集中讨论、论文撰写等方式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并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帮助学

生掌握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

课程名称：世界历史上的著名帝国

课程代码：1.010.0189

英文课程名称：The Famous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世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帝国为讲述内容，重点讲述世界性帝国形成的原因、过程，主

要代表性历史人物，帝国的主要文明成就及贡献，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及对后人的启示等内容。除

了讲述历史上的主要帝国外，课程还要对近代以来在帝国形态及思维影响下一些“变异”的帝国，

深入考察帝国对当代历史及社会的深刻影响。

课程名称：古代近东文明

课程代码：1.010.0190

英文课程名称：Ancient Near Eastern Civilization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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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全球通史系列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授上古西亚和北非地区，尤其是两河流域和

埃及文明的演进历程，以及东地中海文明圈内部与外部的互动，有助于学生理解人类文明的起源和

古代近东地区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制度演进和文化变迁，了解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的历史渊源，

培育人文精神和历史地认识世界的眼光。

课程名称：国学基本知识

课程代码：1.010.0192

英文课程名称：The Basics of Chinese Classic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

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这无疑是我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是我们中华

民族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文化精髓，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才能够真正实现

伟大复兴。对于我们上外学生来说，充实这一方面的教育尤其必要。如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

了解，外语和外国文化也是学不好的。

课程名称：基础哈萨克语 II

课程代码：1.010.0193

英文课程名称：Kazakh Language I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为通识教育选修课，面向已有一定哈萨克语基础并对哈萨克语及哈萨克斯坦文化感兴趣

的各专业本科生开设。学习时长为一学期。通过本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当今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文化及对哈萨克语有更深的认识。学习哈萨克语动词变位、名词及人称代词的宾格、向格、从格

等哈萨克语基础语法知识。可掌握有关大学生活、朋友、生日、时间、年龄表达的词汇量和用法，

能针对不同情境进行简单有效的交流。

课程名称：文化论漫谈

课程代码：1.010.0194

英文课程名称：Cultural Rambling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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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使学生对文化的特质和特点有一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使学生能够较正确地理解文

化与国民的性格、道德伦理以及艺术等领域的关系。本课程讲授有文化的概念、文化的形成、文化

的变迁、文化与道德、文化与艺术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授课内容包括各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的简单介

绍以及风俗习惯的分析。本课程共分为 11 次，每次三节课，其中概念问题和基本理论问题 4 次，

文化形式 4 次，文化与生活 2 次，第 11 次为考试。考试方式为期末小论文。

课程名称：基础马来语 II

课程代码：1.010.0195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Malay I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马来语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通过训练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使学生能够初步

掌握实际运用马来语的能力。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

体系。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本阶段的学习和训练，要求学生基本掌握马来语语音、基本词汇、常见

句型以及相关语法，掌握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翻译和交流能力。同时，激发学

生对马来语和马来文化的兴趣，学习跨文化交际，引导学生理解相关语言现象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因

素。

课程名称：世界电影艺术经典

课程代码：1.010.0196

英文课程名称：World Film Art Classic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艺术教育中心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三个维度入手介绍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一、从电影艺术史的角度，讲述电影作

为艺术与工业的结合，其发展历史中的重大转折，以及不同阶段的重要变化；二、从艺术理论的角

度，介绍电影观念和电影实践相互影响的发展进程，主要电影理论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三、从国别

区域角度，介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电影流派特征和经典作品、影人。

希望通过一个学期的课程，让青年学生初步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脉络，掌握电影艺术的重要流

派与代表人物，提升影视艺术的鉴赏和分析能力。

课程名称：西方美术史

课程代码：1.010.0197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Western Art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艺术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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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文化和艺术发展的角度，讲授从原始到现代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绘画、雕塑、建

筑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介绍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研究艺术的规律、原则和

方法。课程以西方艺术为主线，介绍西方美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线索。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基本了解艺术的发展过程，掌握艺术的基本规律，了解艺术的基

本方法。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通过欣赏了解，通过学习、体会和感受，增强对艺术学习的兴趣，

增强艺术的感受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人文修养。

课程名称：艺术与文化导论

课程代码：1.010.0198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Art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艺术教育中心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关于艺术(活动)的基本理论，把艺术放在文化和生活中，整体认识艺术和艺术创造，

适合作为艺术、文化理论爱好者拓展视野的基础课程，重新诠释艺术领域里的相关问题，主要教学

内容包括艺术起源，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注重阐释艺术与文化的实践，并

结合艺术作品的鉴赏介绍艺术家、艺术创作背后的文化因素。适应非艺术类学生的兴趣，从单纯的

艺术学转换到社会学视角，关注艺术与文化、艺术和生活联系起来；适应时代发展艺术在社会各个

层面广泛应用与实践，关注艺术创新和艺术传播等领域。

课程名称：音乐导赏与思维训练

课程代码：1.010.0199

英文课程名称：Music Appreciation and Mental Practic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艺术教育中心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音乐为载体，用思维方法技术化与工具化为手段，以提升人的思维能力和对音乐深

刻理解力为目标。此课程设计一个音乐知识结构相对完备、解读方法力求自洽与一致性的“九宫”

网络体系，运用思维技术在这个体系中进行叙述与剖析，从而使人对音乐的理解既明白又深刻，而

对思维的技术做到理解且能应用。

课程名称：有氧拉丁

课程代码：1.010.0205

英文课程名称：Latin Aerobic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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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体育教学部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有氧拉丁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锻炼手段，了解有氧拉丁的特点。通

过课内外的有氧拉丁的训练，改善学生身体姿态和素质，增强协调性、韵律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通过以小组为单位从事学习、编排和竞赛活动，培养学生团结互助、不怕困难，力争上游的精神和

集体荣誉感。

课程名称：媒体与社会

课程代码：1.010.0207

英文课程名称：Media and Societ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现代生活中，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学生理性地

认识媒体。该课程主要介绍媒体及其社会影响，不仅讨论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还讨论具有深刻社

会影响的手机和游戏。课程将从传播学的视角讨论媒体的新闻性信息与非新闻性信息的传播与影

响，课程的话题涉及新闻媒体、媒介经济、广告、公关等。

课程名称：西方思想经典选读

课程代码：1.010.021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Classical Western Thought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西方世界在其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积累下了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经典，值得我们反复研读。

本课程通过讲授这些经典中的重要选篇，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

人的著述，让学生对西方思想的整体框架和流变脉络有所把握，对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具有较为

明晰的了解和认识。在近距离接触经典篇章的过程中，增加人文修养，提高哲学思辨力，拓展多元

文化视野，汲取人生智慧。

课程名称：专业学习与信息素养形成

课程代码：1.010.0214

英文课程名称：Academic Stud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ma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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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针对本科学生层次和信息环境介绍不同类型的资源及各类资源的用途，着重讲解图书

馆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指导大学生更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与专业学习密切相关的各类文献

信息资源，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科研能力。

课程主要包含四部分的内容模块：信息素养基础理论；信息资源分类介绍；信息检索与学术论

文写作；专题案例分析实践。在让学生了解信息素养的基本含义后，对网络信息资源尤其是图书馆

各类电子资源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重点推荐与学生相关数据库并进行使用方法和检索技巧等方面

的利用演示，同时对应用数据库进行研究的案例展开分析研究，以期帮助大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

中能够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信息资源。

课程名称：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课程代码：1.010.0224

英文课程名称：Multimedia Design and Produc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 PhotoShop 等媒体设计软件的深入学习为切入点，从视觉元素的设计出发，通过对视

觉元素在不同设计场合的应用进行探索和教学，使学生具有比较专业的图文设计与制作能力。

课程名称：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代码：1.010.0226

英文课程名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是以开发和

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创造力水平、创业基本素质为目标，培养他们的创意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从

事创业实践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和心理品质等，使其成为具有开创性个性的人才。

课程名称：大学生安全教育

课程代码：1.010.0227

英文课程名称：Safe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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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结合松江大学园区的实际，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既强调安全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又关注学生的全面、终身发展，激发大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确立正确的安全观，并努力

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掌握安全防范知识和主动增强安全防范能力。

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训练相结合。教学采用课堂讲授、典型案例分析、安全技能

训练、小组讨论、社会调查等方法。

课程名称：社会心理学

课程代码：1.010.0230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sycholog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在心理学范围内，社会心理学也许是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社会心理学将个人

当作一个与其周围社会存在紧密的有机关联，并在其中得到界定的对象来研究，并试图揭示个人社

会行为与社会环境各因素及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内在心理特性之间联系规律的一门学科。

通过社会心理学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了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

是如何进行社会化，如何去了解别人，如果管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如何沟通等。

课程名称：《论语》导读

课程代码：1.010.0144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对《论语》逐章逐节逐句的讲解、分析、注释，力图实现如下目标：还原一个真实

的孔子、了解《论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培养学生阅读传统典籍的基本技能，提高学习传

统文化的兴趣，增强对原典的文献研究的学术意识。

课程名称：世界上古中古史

课程代码：1.010.0247

英文课程名称：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全球通史系列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从人类起源至近代以前人类历史的演进历

程，讲述原始社会、古代西亚和北非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中古西欧封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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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基督教世界、中古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以及近代社会兴起前的西方的早期全球扩张、文艺

复兴和宗教改革等内容，涵盖亚非欧美大陆诸多地区，有助于学生理解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古代人类

社会的组织形式、制度演进和文化变迁，了解当今世界诸文明现状形成的历史渊源，培养学生的国

际视野和历史地认识世界的眼光。

课程名称：文化人类学

课程代码：1.010.0248

英文课程名称：Cultural Anthropolog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文化人类学基于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文化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它通

常包括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

本课程基于上海市全英语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社会人类学”。授课教师求学于挪威卑尔根大学

人类学系和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人类学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巴斯教授、阎云翔教授。以英语授课

和英文资料为主，阅读材料由教师提供。

该课程教学内容涉及文化理论、田野工作方法、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宗教与仪式、族群与社

会分层、文化与人格、语言与交流、个体化等方面。期末成绩由两部分构成：期末论文 50 分，出

勤+课堂讨论+作业+口试 50 分。

This course will begin with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will explor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how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interact， and will lean toward an intimat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through anthropological lenses.

Lectures and readings introduce ethnographic examp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give abroad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We will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pose questions， provide answers， and relate claims

and evidence.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seek some fair-minded insights into the collective

lives of people who work， play， fight， speak， eat， and pray in ways different from

our own. Then we will understand ourselves more clearly and fairly.

课程名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课程代码：1.010.0249

英文课程名称：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学任务是使学生了解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及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威

胁和危害，提高环境意识，树立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了解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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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古典希腊语初级 I

课程代码：1.010.0250

英文课程名称：Elementary Ancient Greek 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引导学生系统学习古典希腊语，完成初级（I， II），系统掌握语法与基础词汇，初

步阅读选文。在此之后，若学生学有余力，将继续开设中级（I， II）阅读课程，乃至高级阶段课

程，译读柏拉图、荷马、修昔底德等多位古典作家著作。

古典希腊的思想与学问是现代西方学术的最重要源头，古典希腊语则是通达这一源头最直接的

门径。本课程即希望为有志于学习、研究这一思想学问的学生，提供较为严格的初步训练，并为将

来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波兰语言与文化进阶之旅

课程代码：1.010.0252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Course About Polish Language and Polish Cultur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除继续教授波兰语语言知识及波兰文化特点外，还将加入波兰文学及艺术鉴赏方面的知

识，激发学生对波兰的更深层次的兴趣，通过漫步波兰（展现波兰自然风光及名胜古迹）的形式，

并通过诗歌诵读、诗歌鉴赏、音乐欣赏、观影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波兰文化与波兰文学。

课程名称：基础俄语 II

课程代码：1.010.0253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I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面向学习过“基础俄语 I”通识教育选修课或掌握俄语基本拼读规则及简易语法，并且

对俄罗斯文化感兴趣的各专业本科生开设。课程不仅教授俄语基本语音、语法规则及常用口语会话，

也会介绍俄罗斯国情文化，已达到外语学习的交际目的。教学内容保持与时俱进，做到中国传统俄

语教材与国外新教材相结合。

课程名称：俄罗斯与东欧科幻文学

课程代码：1.01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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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cience Fic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授课语言为英汉双语。着眼于 19 至 20 世纪俄罗斯与东欧地区的科幻文学发展史，选

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家作品，以历史为经，体裁为纬，力图分析科幻文学的内在属性，解析科幻

文学与政治、哲学、科学、宗教等领域的关系。

俄罗斯与东欧的科幻文学不仅是世界科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独特而瑰丽的文化史现

象。科幻文学着眼于未来，又植根于现实。因此，阅读科幻文学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人类想象

与记忆世界的窗户。

课程名称：西方各国语言与文化

课程代码：1.010.0255

英文课程名称：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Western Countrie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采用系列讲座与拼盘课的形式，通过对西方 11 种主要语言文字（除英语）的产生、

发展、传播的介绍与描述，力图揭示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思维特质。帮助同学更

好地了解和掌握西方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扩展语言背景知识，提高外语学习的悟性与积极性，培养

精通一门专业语言文字、同时较为深入地了解一两门相关语族、语系语言文字的必要素质。课程系

统介绍一些重要西方国家（英语国家除外）的文化特点、民族特征以及历史沿革。

课程名称：心理学与大学生活

课程代码：1.010.0291

英文课程名称：Psychology and College Lif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根据大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理

论和技术，通过多种途径与方法，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良好心理素质，提高其心理机能，开发心理

潜能，以促进其整体素质提高和个性和谐发展的教育。内容覆盖学生在大学生活中客观面对的包括

压力与情绪管理、人际交往与沟通技巧、生涯发展与职业规划、恋爱与性心理、大学生常见的心理

问题与调适以及大学生的时间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帮助学生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树立心理健康

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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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及实践指导

课程代码：1.010.0301

英文课程名称：Career Planning and Practice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立足我校国际化人才的育人目标，整合各方资源，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职业生涯规

划的基本方法，帮助学生树立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并进行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设计以讲授和体验教学相结合、演示与练习相结合等，主要针对大学生生涯实践需要设计

课程内容，主要为生涯理论概述、自我探索、职业世界探索、职业素养与适应技术、就业法律和权

益保护、生涯决策和行动等模块，以期达成唤醒规划意识、了解基本理论、基本方法，通过课程实

践初步明晰自身生涯规划的基本方向和实现路径。

课程名称：音乐欣赏

课程代码：1.010.0312

英文课程名称：Music Apprecia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艺术教育中心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一门普及音乐知识和提升音乐鉴赏能力的公选课程，本课程的内容对于在高校仍在学

习的大学生为提升自身音乐艺术修养尤为适用。本课程分为十讲，每节课内容均侧重音乐方面的一

种形式展开，因此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基本能较为全面地领略和把握音乐的不同类型和风格，从而为

今后进一步地分析和鉴赏音乐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名称：女子防身术

课程代码：1.010.0527

英文课程名称：Women's Self-Defens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体育教学部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是提供一些女子防身术的基本姿势、拳法、肘法、腿法以及一些巧招。动

作以单一性动作为主，怎样合理的运用，需在教学中要求女生做到“一狠”“二全力”“三准确”。

战胜歹徒讲究“一招制敌”。

课程名称：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

课程代码：1.01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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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The Silk Road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历史学、文化传播学等理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

历史文化、国情现状进行图文并茂地梳理与分析，并在回顾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交往史的基

础上，提升对“一带一路”及中国外交的认识。

课程名称：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课程代码：1.010.0545

英文课程名称：Human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人文精神是贯穿于西方文学两千余年发展历程中的核心主线之一。西方文学中蕴含的人文主题

揭示了人类如何走出蛮荒，发现信仰和理性，但是却又因为工具理性的膨胀而走向本质的失落和主

体的消解。文学作为人类异化过程的旁观者，清醒地记录了西方人文理想萌生、崛起、式微的全过

程，同时试图以诗意的方式为人类寻觅新的拯救之途。本课程通过梳理和讲解西方文学史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和主流文学思潮，来引导学生理解和把握西方人文精神的主要发展阶段与演化路

径。对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文化视野，

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感悟人的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课程名称：生命健康安全

课程代码：1.010.0550

英文课程名称：Life， Health and Safet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内容主要分为应急救护和健康教育两大模块，旨在通过理论讲解和实操训练，提高学生

自救互救的能力，增强其珍爱生命、维护健康的意识。

应急救护的教学内容包括：红十字知识、应急救护概述、CPR+AED、气道梗阻操作方法及注意

事项；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常见急症。

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包括：疾病预防、性病与生殖健康、艾滋与反歧视、健康生活方式。

课程名称：基础乌克兰语 I

课程代码：1.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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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Fundamentals of Ukrainian 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掌握乌克兰语字母，发音，常用单词和基础语法，能就日常生活话题开展

对话，了解乌克兰民族文化和国情知识，以增强其多语种学习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课程名称：手语及手语语言学导论

课程代码：1.010.0610

英文课程名称：Sign Language and Introduction to Sign Linguistics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一方面旨在让学生对手语这门特殊的语言有个感性认识，掌握上海手语的基本500词汇，

实现基本交流；另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从国际视野，以不同国家及地区手语为例，了解手语的

基本语法，并介绍手语研究最新的进展。学生学习完这门课，将能使用上海手语做基本交流，并对

手语的语言学俯瞰式了解。

课程名称：数字创意传播

课程代码：1.010.0611

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Creations and Broadcast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商业社会的主要结构是高效的制造业、传媒组织、服务营销机构、强大线上线下渠道和体验中

心，数字时代是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双向提升全流通领域商品信息优势，催生了更多敏捷和柔

性的社群聚合和创意服务。其中充满了创新创业的机遇，核心在于数字化变革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创新永远是属于人的核心竞争力，由深度洞察而引发，大到国家传播、全球品牌故事，小到校园店、

网络社群，都需要独特变化引人入胜的创意。创意可以为品牌、客户、服务与技术革新带来前所未

有的强大生命力。本门课程即为讲授创意传播的概念、结构、方法和创新实践。希望学生掌握课程

内容后能提出自己的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积极参加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及上外利欧数字创业学

院丰富的实践申报项目。

课程名称：政治哲学导论

课程代码：1.010.0616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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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拟以中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作为线索和依托，带领学生在仔细阅读经典的基础上，

理解政治的基本概念、政治体的建立原则、政治面临的关键挑战；通过选择分别代表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文献（如柏拉图《理想国》；霍布斯《利维坦》；《尚书·尧典》；《尚

书·洪范》），为学生建立起在中西、古今的比较视野下理解政治的哲学框架。

课程名称：基础匈牙利语 II

课程代码：1.010.0617

英文课程名称：Fundamentals of Hungarian I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这门课程针对已经选修过“匈牙利语基础 I”课程的本科生。课程在上一学期基础上继续学习

有关于寒暄、性格描述、情绪描述、外表特征、物件名称、问路方式、城市各个场所、方向等匈牙

利语的表达方式；在语法上继续学习动词变位、时间表达法、地点状语；在口语会话上，能够掌握

在不同场合的问候方式，并且能更加具体地讨论一件事情、一个人以及一个场所。学习过程中会介

绍匈牙利的办公文化、匈牙利若干城市的风土人情等。

课程名称：基础梵语

课程代码：1.010.0618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Sanskrit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梵语则是印度文化的主要载体。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梵语

的入门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梵语、梵语文学和印度古代文化奠定基础。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

包括梵语的语音知识、名词的性数格、代词的变格和动词的位。本课程在讲授梵语语言入门知识的

同时还适量介绍印度传统文化概貌。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法语）I

课程代码：113.001.1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3

开课院系：法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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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法语基本语法系统框架和全面的基础词汇，有初步的法语阅

读能力和视听说能力。对于希望考大学法语四级或考研二外法语的学生，本课程起到了打基础的作

用。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日语）I

课程代码：115.001.1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I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

学分：3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训练，使学生掌握约 2500 个单词，以及日语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和日语学习策略。掌握基础语法知识，听说简单的语句，阅读句子结构不太复杂的

一般性文章，写出句子结构简单的短文，借助工具书翻译句子结构不太复杂的一般性文章。具有初

步的日语应用能力，以及初步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日语打下较

好的基础。

课程名称：翻译有“道”

课程代码：1.010.0030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Strateg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翻译的道何在？如何能在中英语言文化中起承转合，来去自如？如何体会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和融合？如何鉴赏语言的复杂与精深，领域背后文化的博大与纷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领悟是

“翻译有道”的本旨所在。该课将帮助学生跳出对于语言陈规定式般的理解，通过中英对比与分析，

让大家看到支撑语言常新的异域及本土文化和社会。

课程名称：化学与人类

课程代码：1.010.0262

英文课程名称：Chemistry and Huma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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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基础学科。这门课程介绍了化学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以及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做出的贡献，帮助学生对化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知识产生进一

步的了解和认识。此外也提供了一些易燃易爆及有毒物质的知识，只有掌握了它们的规律才能防患

于未然。

课程名称：思辨与创新

课程代码：1.010.0259

英文课程名称：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融入方法论、辩论、沟通与冲突解决等多学科的要素，让学生体会提问、论证、质疑和

反思这四个维度； 培养学生深入思考带来的思想成长。

教学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提出问题、第二章展开论证、第三章发起质疑、第四章磨砺自我。

课程名称：创业管理

课程代码：1.010.0260

英文课程名称：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一方面试图从管理的科学性入手，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探讨提高和改善企业管理的

科学之路。另一方面重在通过大量著名企业家、创始人的创业经验分享和案例剖析，展示创业魅力，

提供清晰、系统、生动和可参照的创业过程与关键步骤，为创客们的创业之路指点迷津。

课程名称：星海求知：天文学的奥秘

课程代码：1.010.0263

英文课程名称：Explore the Universe: the Mystery of Astronom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我们可以从恒星的生死看到没有往日恒星的壮烈爆发就没有今天多彩斑斓的宇

宙。天文看似遥不可及，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接下来又对黑洞是否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探讨，而备

受关注的宇宙奇点也在课程中有详细的解说。这告诉我们物质世界也是如此，绝对的对称并不存在

美感，唯有加以破损才能达到平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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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科学通史

课程代码：1.010.0264

英文课程名称：General History of Scienc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了古希腊超越功利的自由科学、希腊化的罗马科学、阿拉伯科学、欧洲科技文明的

发展、科学的制度化、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的发展、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变革、中国独立发展的科技

文明、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等内容。通过对科学发展脉络的剖析解读科学的发展走向。

课程名称：批判与创意思考

课程代码：1.010.0265

英文课程名称：Thoughts about Criticism and Creativit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视角出发，重点介绍了创意思考的来源、创意

思考的路径和方法、批判思考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让学生能够优化自己的思考方式、掌握更有

效的思考方法，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更好地解决实际生活

和学习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课程名称：《资治通鉴》导读

课程代码：1.010.0266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Zizhi Tongjia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风起云涌的权谋之才，跌宕缜密的用兵之道，精妙绝伦的读心之术，《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

便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和文人骚客的争读之书。本课程从《资治通鉴》的编修与成书讲起，以纪年与

正统、怪力与规则、开拓与守成为线索，探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等议题，引导学生

客观评价历史，以古鉴今，读史明智。

课程名称： 《诗经》导读

课程代码：1.010.0267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Classic of Poetry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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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计三百余

篇。它广泛涉及婚姻、家庭、恋爱、农耕、狩猎、战争、劳役等题材，其中有的严正，有的谐趣，

时而慷慨悲壮，时而清丽动人。诗句间不仅隐藏着时代的印记，也是各地风土的写照和中华文化最

初的奠基。研读《诗经》不仅是学习古典文学，也是在追寻民族的基因，了解我们自身的来历。李

山教授通过自己广博的涉猎、客观的探究，在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前披沙拣金，刊误存真，告诉你

关于《诗经》的事实，交给你一把探索中华文化的钥匙。

课程名称：文物精品与中华文明

课程代码：1.010.0268

英文课程名称：Antique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纷繁的资料中选择了足以刷新世人对文化中国评价的文物，内容涉及古代农业、天文、

音乐、纺织、玉器、建筑等诸多领域，力图将考古学家和文物研究专家的高头讲章，转换成普通读

者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专家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变成大众的共识。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课程代码：1.010.0269

英文课程名称：Chinese Ancient Etiquette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曾经在华夏大地上盛极一时的“中华礼仪”一度被人们忽略和淡忘，而在现代社会极力推崇西

方社交礼仪的时候，彭林老师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程无疑是对当下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知识教

导缺失的弥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关系，中国古代礼仪文明有何魅力，

尽在本课中。

课程名称：先秦诸子

课程代码：1.010.0270

英文课程名称：Pre-Qin Gentleman

课程类别：通识选修（视频）

学分：1

开课院系：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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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特质。孔子的仁爱，墨子的非攻，老子的无为，

韩非的法治，依此娓娓道来，诉说着古代圣贤的智慧，揭示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文化基因。杨泽波

教授带你一起遍览儒墨道法诸家思想，对话先秦圣贤，感悟传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名称：大学生创业导论

课程类别：视频学习资源

学分：0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重点放在对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和创业基础知识的介绍，同时指导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

一些项目化的实践训练。旨在引导学生尽早树立创业意识，学会创新性思维，提升精神心理品质，

了解企业创建和运行管理的基础知识，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课程名称：对话诺奖大师

课程类别：视频学习资源

学分：0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集锦了近年来 10 位诺贝尔获奖者解析各领域热点问题的精彩讲座，内容涉及物理学、

生物学、医学、经济学、文学等，旨在聚焦沿时代话题，凝聚高水准学术成果，体现远人文关怀。

广大学子可通过本课程饱览名家风采，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思维格局。

课程名称：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课程类别：视频学习资源

学分：0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1）掌握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基本脉络；

2）了解文艺复兴艺术、文学作品的风格及同时期政治、文化的风格；

3）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创新能力。

高阶教学目标：

1）理解文艺复兴是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

2）认知文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3）领悟学习文艺复兴的现实意义——文化强则国家强。

课程名称：中国历史地理概况

课程类别：视频学习资源

学分：0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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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是历史时期中国境内的人文、自然地理，课程将从时间和空间上解读历史地理；

注重培养学生在历史地图的基础上，解析历史地理与当今地理的关系，跨越学科界限，开阔视野，

开拓思路；引导学生归纳总结，深化观念，提高综合创新能力。

课程名称：追寻幸福：中国伦理史视角

课程类别：视频学习资源

学分：0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这门课程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墨佛道法等各家的幸福观，并与共家学派的思想进行了比

较。旨在使学生在中国伦理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视域下理解先人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并由此

产生自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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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院系专业课程

课程名称：德语视听说Ⅱ

课程代码：2.121.0024

英文课程名称：Germ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帮助学生看懂听懂德国原版教程的音视频资料，通过教学过程使学生了解有关德国文化

和语言方面的知识，学生应能回答老师关于德国相关专题的提问，并对重点内容进行叙说。

课程名称：基础德语Ⅰ

课程代码：2.121.013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German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10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初学德语的学生掌握德语基础知识，具有听、说、读、写的技能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

力，了解有关德语国家的一般国情，养成良好的学风和具有初步的自学能力。

课程名称：基础德语Ⅱ

课程代码：2.121.01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German I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6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进一步补充并完善德语基础知识，进一步提高其听、说、读、写的技能和语言交

际能力，开拓其视野，了解德语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养成良好的学风和具有初步的自学能力，进一

步为德语专业高年级学习打好基础。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德语）1

课程代码：313.002.1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erman) 1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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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英语学院二年级，国际教育学院二、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德语发音方法，掌握德语发音体系的基本特征，同时熟悉德语语音语

调的基本规律。使学生养成用德语字母拼读单词的习惯，避免英语读音对德语的干扰；熟练掌握简

单的日常生活场景德语会话，并在简单会话的习得过程中检验并深化语音知识。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德语）3

课程代码：313.002.3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erman) 3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同时具有初步的听、说、写、译的能力，能用德语

进行一般难度不大的交流。教学应注重打好学生的语言基础，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以适应

现代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课程名称：德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121.0051

英文课程名称：German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对德国基本国情和社会文化获得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并能够对

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基本现象进行分析阐述。

课程名称：高级德语Ⅰ

课程代码：2.121.01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Germ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由国家教委批准的《高等学校德语专业高年级德语教学大纲》的框架下，全面提高德语专业三

年级学生在听、读、说、写、译等各方面的综合技能和熟练程度，尤其突出其口头自由表达能力的

训练，充实其德语语言知识和有关德语国家的文化知识，拓展其涉及多种领域的德语词汇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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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德语会话Ⅱ

课程代码：2.121.0172

英文课程名称：German Conversatio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有利于德语专业本科生学习德国日常生活交往、文化旅游、风俗、通讯交通等各方面的

基本表达方式，培养学生掌握根据各种场合运用德语的能力。经过研习该课程，能够弥补学生在德

语口语表达能力方面的不足之处，形成较为宏观的语言观与文学观，有助于我专业本科毕业生去德

国留学能顺利融入当地日常生活。

课程名称：德语口译Ⅱ

课程代码：2.121.0202

英文课程名称：German Interpretatio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让学生掌握进行德汉、汉德双向同声传译的基本技巧、技能、常用词汇、句式，能够初

步胜任日常生活、商务谈判、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传与同传工作。

课程名称：高级德语Ⅱ

课程代码：2.121.021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Germ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听、说、读、写等几个方面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德语的能力，传授德语语言、德国国情、

德国文学以及中德文化对比等专业知识，提高学生阅读德国时政杂志和听懂德国电台、电视等媒体

节目的能力，从而帮助学生顺利通过德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为将来在外事、外贸、经济、文化、

教育等部门从事翻译、管理、研究及教学工作打下扎实的语言及相关专业基础。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21.022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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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翻译学基础知识，养成面对翻译任务的态度意识，获得从事中、

德语文本翻译工作的基本能力。

课程名称：德语经典著作选读Ⅰ

课程代码：2.121.0231

英文课程名称：German Classics Reading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德语文章阅读理解能力及阅读速度，培养学生对文章的逻辑判

断、分析归纳能力以及细读、略读、查阅等技能，扩大学生词汇量及文化背景知识。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扩大其知识面，使其具有阅读中等难度各类题材德语原文的能力。

课程名称：德语经典著作选读Ⅱ

课程代码：2.121.0232

英文课程名称：German Classics Readings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德语文章阅读理解能力及阅读速度，培养学生对文章的逻辑判

断、分析归纳能力以及细读、略读、查阅等技能，扩大学生词汇量及文化背景知识。激发学生阅读

兴趣，扩大其知识面，使其具有阅读中等难度各类题材德语原文的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瑞典语Ⅱ

课程代码：2.122.00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Swedish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瑞典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巩固基础瑞典语知识、扩大词汇量，在较高层次上了解瑞典语语法，提高综合运

用语言的能力，有利用我专业本科毕业生去瑞典留学顺利进入其专业硕士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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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Ⅱ

课程代码：2.122.009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瑞典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翻译学基础知识，养成面对翻译任务的态度意识，获得从事中、

瑞典语文本翻译工作的基本能力。

课程名称：德语国家历史

课程代码：3.121.008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主要介绍有关欧洲和德国的历史（到 1945 年），同时也介绍其它两个德语国家奥地利和瑞士

的历史。

课程名称：德国文化史Ⅰ

课程代码：3.121.012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German Cultur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使学生对德国、德语以及整个欧洲的文化和文化史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能够深入理解“文化”

的概念以及文化交流，在宗教、法律等人文习惯等方面，树立起一个欧洲视野。

课程名称：德语国家文学史Ⅰ

课程代码：3.121.015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Literature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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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扼要地介绍从起始至 20 世纪下半叶初年的德语文学发展史（本课程也会以灵活的方式，

穿插介绍当代德语文学重要作家和作品），让学生概括了解德语文学史的重要文学时期、作家和代

表作品。叙述基本遵循传统的德语文学的时代分期标准，既注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留意相关

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以提供从表层的文学现象，进入深层的哲理思辨的可能，进而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精神。

课程名称：当代德语文学作品分析Ⅰ

课程代码：3.121.0541

英文课程名称：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Analysi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介绍文学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使学生掌握文学作品分析的基本技巧。

课程名称：德语语言学导论Ⅰ

课程代码：3.121.057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German Linguistic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培养学生了解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与最新进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课程名称：奥地利国情Ⅰ

课程代码：3.121.058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Austria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对奥地利国家历史、政体、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做以简单介绍，使学生对德国以外德语

国家做以简单了解，丰富德语专业学生知识结构。

课程名称：中古德语语言与文学导论

课程代码：3.121.059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Old and Middle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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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德语系

授课对象：德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有利于德语专业学生从语言发展史和文学史角度来加深对德语语言和德意志文学的认

识。经过研习该课程，能够弥补学生在古代语言（中古高地德语）与文学知识（宫廷文学）方面的

不足之处，形成较为宏观的语言史观与文学史观。

课程名称：基础阿拉伯语Ⅰ

课程代码：2.151.02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Arabic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8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一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大类平台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向学生

传授阿拉伯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阿拉伯语语言技能的全面训练；使学生对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及

国情有初步的了解；培养学生掌握用阿拉伯语进行交际的初步能力；要求学生掌握学习阿拉伯语的

正确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阿拉伯国家国情

课程代码：2.151.0251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Arabic Countrie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大类平台课程，是一门重要的国情知识基础课程。开

设此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从总体上了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情

况，更好地丰富对象国国情知识。

课程名称：中东国别史

课程代码：2.151.026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当代以色列社会文化的各个组成。使学生了解以色列文化的内涵、掌握当代以

色列社会文化的发生、发展、成就及特点。通过该课程教学的实施，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

42



文化素养，进一步有系统地了解当代以色列文化，以增进学生对于对象国本土文化的整体认识，从

而提高文化素养。

课程名称：基础朝鲜语Ⅰ

课程代码：2.152.013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Korean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8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以朝鲜文字、字母发音规则、拼写法和朝鲜语基本句型、常用语法为主要

内容。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朝鲜语基础知识，加深对朝鲜语言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课程名称：东非国情概况

课程代码：2.160.0018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East Africa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斯瓦希里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以东非共同体国情概况为主要内容，坦桑尼亚、肯尼亚为本学期主要介绍

对象。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对象国基本国情，提高对东非国家的关注度及区域国别、历史文

化领域研究的参与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课程名称：当代以色列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156.0032

英文课程名称：Contemporary Israeli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希伯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希伯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选修课程。该课程是以希伯来语语言与以

色列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

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对象国文化的了解，借鉴和吸收外国优秀

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151.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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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东方语学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东方语学院实践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设学生运用学科专业知识解

决问题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引导和促使学生开拓视野，了解社会（风土人

情、历史文化、社会生产等），培养学生具备专业实际应用能力。

课程名称：专业实习实践课程

课程代码：2.151.9022

英文课程名称：Major-related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东方语学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东方语学院实践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引导和学生了解社会、接

触工作实际、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创业意识。通过专业学习，学生可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社会实际

需要集合起来，巩固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课程名称：基础斯瓦希里语Ⅰ

课程代码：2.160.001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Kiswahili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8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斯瓦希里语专业大一学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以斯瓦希里文字、字母发音规则、拼写法和斯瓦希里语基本句型、

常用语法为主要内容。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斯瓦希里语基础知识，加深对斯瓦希里语言文化

的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语法Ⅱ

课程代码：2.151.0062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Grammar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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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是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对于学生掌握语法知识、培养

语言技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具体要求学生掌握阿拉伯语语法的主要细节，能够大体梳理出阿拉伯语

语法的体系，对阿拉伯语句子的基本构成和扩充构成能较清楚地掌握，具备运用语法进行初步实践

的能力，口语表达基本无语法错误。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视听说Ⅱ

课程代码：2.151.0082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听、视阿拉伯国家关于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社会等题材广泛的广播影视节目

开展训练，创造必要的语言环境，进一步增强学生理解、记忆和传达信息的能力。训练中可适当讲

解有关语用规则和背景知识。将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听力训练，培养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同时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进入更高年级学习

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视听说Ⅳ

课程代码：2.151.0084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V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听、视阿拉伯国家关于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社会等题材广泛的广播影视节目

开展训练，创造必要的语言环境，进一步增强学生理解、记忆和传达信息的能力。训练中可适当讲

解有关语用规则和背景知识。将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听力训练，培养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同时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进入更高年级学习

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151.0171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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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开设此课程目的是扩大学生的阅

读范围，增加词语积累，增强对语言规律的认识和语言整体性的理解，拓宽他们的知识面，提高学

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复习、消化、巩固精读课程所学的内容。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51.0211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本科教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的以阿拉伯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汉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和较宽广

的综合知识面为主要内容，以现代翻译理论为指导，集成多种教学模式和手段为一体的专业必修课

程。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在掌握汉语和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的基础上，加强翻译实践，学习翻译

技巧，提高翻译水平，巩固和提高阿拉伯语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2.151.0221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开设此课程目的是扩大学生的词

汇量，增强口头表达能力，拓宽他们的知识面，提高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复习、消化、巩固精读

课程所学的内容。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口译Ⅰ

课程代码：2.151.0231

英文课程名称：Arabic Interpret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适用于本科生四年级阶段。通过大量题材各异的阿汉口译训练， 扩

大词汇和句型，熟悉各种题材的习惯表达特点；通过即席口译训练，培养学生快速转换语言表达能

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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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基础阿拉伯语Ⅱ

课程代码：2.151.027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Arabic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一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向学生

传授阿拉伯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阿拉伯语语言技能的全面训练；使学生对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及

国情有初步的了解；培养学生掌握用阿拉伯语进行交际的初步能力；要求学生掌握学习阿拉伯语的

正确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高级阿拉伯语Ⅰ

课程代码：2.151.029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Arabic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以阿拉伯语语言知识与应用

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

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的了解，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课程名称：朝鲜语会话Ⅱ

课程代码：2.152.0032

英文课程名称：Korean Conversatio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朝鲜语的寒暄、自我介绍、表达自己意见、征求许可、市场购物等生活方面的基本

表达方式为内容，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较好地掌握朝

鲜语生活会话的基础知识及基本句型，在实践中有较高的生活会话能力。掌握日常生活交往、文化

旅游、风俗俚语、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基本表达方式，能够根据不同场合熟练运用口语交际。

课程名称：朝鲜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52.0051

英文课程名称：Kore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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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内容是朝鲜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教学目标是学生逐步掌握

和提高朝鲜语视听说的能力，扩充知识，加深对朝鲜、韩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了解，

为将来的工作打牢听力基础。中级视听材料取材自韩国电台、电视台的文艺、新闻节目以及短篇小

说等材料，要求既有精听的内容，还要安排相当的泛听内容，精泛结合，使学生的听力从辨音阶段

向辨意阶段过渡，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听力。

课程名称：朝鲜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152.0053

英文课程名称：Kore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朝鲜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训练学生高级视、

听、说能力的课程。教学目标是学生逐步掌握和提高朝鲜语视听说的能力，扩充知识，加深对朝鲜、

韩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了解，为将来的工作打牢听力基础。高级视听材料取材于韩

国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和知识性较强的各种专业书目等。既有听写、回答问题，又有听说，也

有综述能力训练。同时要安排大量的泛听材料供学生自学。

课程名称：高级朝鲜语Ⅰ

课程代码：2.152.007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Kore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朝鲜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目标是帮助学生

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朝鲜语言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教学目标是掌握 5000 个左右的词汇；借助工具书能阅读一般性朝鲜文学原著或朝鲜语主要报刊上

的一般文章。能听懂朝鲜语授课内容，听懂与教材难度相当的日常生活会话、题材熟悉的原版录音

及朝鲜语专题报告。

课程名称：基础朝鲜语Ⅲ

课程代码：2.152.015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Korean III

48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朝鲜文字、字母发音规则、拼写法和朝鲜语基本句型、常用语法为主要内容，集多

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课程。教学目标是课程结束后能掌握 3000 个左右的词汇；能就所

熟悉的题材，在经过准备后，进行交谈和专题讨论；能流利地进行课堂问答，复述课文内容；能就

所读文章进行扩展性问答。能就所学题材写出与课文难度相当的叙事文、论述文，应用文等，要求

内容切题，条理清楚，文字通顺，无重大语法，用词错误。

课程名称：朝鲜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152.0161

英文课程名称：Korean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课程是为朝鲜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其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

能力；培养学生认知语言、分析判断、综合归纳等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能力；扩大

学生的词汇量；增加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加强对朝鲜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

在培养学生理解能力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积极吸取语言知识，提高表达能力，实现从单方面接受

到接受与实践运用双向培养。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朝译汉）

课程代码：2.152.018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orean to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朝鲜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是大学朝鲜语专业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该课程以朝鲜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汉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和较宽广的综合知识面

为主要内容，以现代翻译理论为指导，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手段为一体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此课程

有助于学生在掌握汉语和朝鲜语这两种语言的基础上，加强翻译实践，学习翻译技巧，提高翻译水

平，巩固和提高朝鲜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朝鲜语Ⅱ

课程代码：2.152.020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Korean II

49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朝鲜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目标是帮助学生

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朝鲜语言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教学目标是掌握 6000 个左右的词汇；借助工具书能阅读一般性朝鲜文学原著或朝鲜语主要报刊上

的一般文章。能听懂朝鲜语授课内容，听懂与教材难度相当的日常生活会话、题材熟悉的原版录音

及朝鲜语专题报告。

课程名称：波斯语口语Ⅰ

课程代码：2.153.0091

英文课程名称：Oral Persi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波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波斯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以波斯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

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

一体的教学体系，目的是培养符合外交、贸易、文化交流需求的波斯语人才。

课程名称：基础波斯语Ⅱ-A

课程代码：2.153.03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Persian II-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波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波斯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以波斯语语言知

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

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习掌握波斯语的基本运用能力，拓展视野，了解

波斯语语言文化。

课程名称：基础波斯语Ⅱ-B

课程代码：2.153.035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Persian II-B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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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波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波斯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以波斯语语言知

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

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习掌握波斯语的基本运用能力，拓展视野，了解

波斯语语言文化。

课程名称：泰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54.0051

英文课程名称：Thai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言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本专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泰语视听课是以泰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

学理论为指导，并以视、听、说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

逐步掌握和提高泰语视听说的能力，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泰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

方面的了解，为将来的工作打牢听力基础。

课程名称：泰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2.154.0151

英文课程名称：Thai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言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本专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该课程以泰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注

重实践，以多种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逐步掌握和提高泰语会话的能

力，加强语言交际能力，为将来高年级的学习以及出国留学奠定牢固基础。

课程名称：泰语阅读Ⅱ

课程代码：2.154.0162

英文课程名称：Thai Read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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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泰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开设此课程

有助于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并扩大词汇量，同时通过阅读泰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

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相关文章，更好地丰富对象国国情知识。

课程名称：基础泰语Ⅱ

课程代码：2.154.0195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Thai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7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以泰语语言知识

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为进

入更高年级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高级泰语Ⅱ

课程代码：2.154.024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Thai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开设此课程

有助于帮助学生进一步全面提高泰语语言综合水平，深入了解泰语语言的词汇语法等各方面相关知

识，并通过相关文章的阅读了解泰国国情。

课程名称：印尼语口语Ⅰ

课程代码：2.155.0031

英文课程名称：Oral Indonesi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尼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印尼语二年级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日常生活交往、文化旅游、风俗习惯、现代通讯、

交通等情景会话专题，培养学生讲印尼语的习惯，掌握会话技能，熟悉有关日常生活、社会各方面

的题材，培养学生根据各种场合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52



课程名称：印尼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Ⅱ

课程代码：2.155.0112

英文课程名称：Indonesia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尼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适用于本科生四年级阶段。学生通过了解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习

掌握各种材料的翻译方法技巧；通过训练，巩固所学的知识，扩大词汇量，扩大知识量，提高综合

应用语言能力，掌握印汉互译的基本理论与技巧，为成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高级印尼语Ⅱ

课程代码：2.155.01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Indonesi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尼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尼语专业四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旨在通过词汇量的进一步扩充和熟

练应用以及语法特点的介绍，使学生具备更高级的语言应用能力。

课程名称：基础印尼语Ⅱ

课程代码：2.155.018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Indonesi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尼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尼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印尼语

的表达习惯和语法特点以及 2000 个左右的词汇，具备初级语言应用能力。

课程名称：希伯来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156.0053

英文课程名称：Hebrew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希伯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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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希伯来语言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本专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希伯来语视听课是以希伯来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

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以视、听、说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

程有助于学生逐步掌握和提高希伯来语视听说的能力，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以色列政治、

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了解，为将来的工作打牢听力基础。

课程名称：希伯来语写作

课程代码：2.156.0061

英文课程名称：Hebrew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希伯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希伯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是适用于希伯来语专业本科学生提

高阶段的教学。希伯来语写作是以希伯来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现代希伯来语的文体特点、篇章

结构，写作技巧、修辞手段和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重点发展学生语

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希伯来文化的了

解，借鉴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

课程名称：高级希伯来语Ⅰ

课程代码：2.156.007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Hebrew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希伯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希伯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以希伯来语语言知识与应用

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

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希伯来语言文化的了解，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课程名称：越南语写作

课程代码：2.157.0081

英文课程名称：Vietnamese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越南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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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越南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是适用于越南语专业本科学生提高阶

段的教学。越南语写作是以越南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现代越南语的文体特点、篇章结构，写作

技巧、修辞手段和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重点发展学生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越南文化的了解，借鉴和吸

收外国优秀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

课程名称：高级越南语Ⅰ

课程代码：2.157.009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Vietnames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越南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越南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以越南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

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

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越南语言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

课程名称：越南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157.0143

英文课程名称：Vietnam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越南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越南语言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是本专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越南语视听课是以越南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

教学理论为指导，并以视、听、说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

生逐步掌握和提高越南语视听说的能力，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越南政治、经济、文化、外

交等方面的了解，为将来的工作打牢听力基础。

课程名称：土耳其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58.0081

英文课程名称：Turkis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土耳其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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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土耳其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以土耳其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

能、汉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和较宽广的综合知识面为主要内容，以现代翻译理论为指导，集成多

种教学模式和手段为一体的专业必修课程。课程以课堂授课为主，课外练习为辅，使学生在掌握汉

语和土耳其语这两种语言的基础上，加强翻译实践，学习翻译技巧，提高翻译水平，巩固和提高土

耳其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土汉互译能力。

课程名称：土耳其语写作

课程代码：2.158.0111

英文课程名称：Turkish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土耳其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土耳其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课程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现代土

耳其语写作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现代土耳其语的主要功能语体分类和主要题材类型及它们的特

点，熟悉现代土耳其语写作的主要语法修辞手段，掌握土耳其语写作的主要方式方法，正确运用其

谋篇布局、行文结构及言语表达的基本规则，能熟练运用所学语言知识，使用现代土耳其语典型文

体，正确运用语言材料准确表达思想。

课程名称：土耳其文学史

课程代码：2.158.012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Turkish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土耳其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土耳其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选修课程。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土

耳其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重要的土耳其语文学作品，了解土耳其主要文学流派和著名作家及其主要作

品。较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主要作品的创作思想、故事情节、体裁风格，艺术结构及语言修辞表达

手段。能用土耳其语对所学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进行一般性的课堂讨论，能够对阅读材料进行较

为深刻的书面分析。

课程名称：基础印地语Ⅱ

课程代码：2.159.0015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Hindi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7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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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印地语专业低年级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以印地语语言知识与应

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

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逐步加深对印地语的了解，提

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对象国知识水平，为进入更高年级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印地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59.0031

英文课程名称：Hindi Listening and Speaking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地语言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本专业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印地语视听课是以印地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

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以视、听、说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

于学生逐步掌握和提高印地语视听说的能力，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印度政治、经济、文化、

外交等方面的了解，为将来的对外交往工作打牢听力基础。

课程名称：印地语会话Ⅱ

课程代码：2.159.0042

英文课程名称：Hindi Conversation Ⅱ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地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印地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印地语口语水平，扩大词汇量，进一步了解印度社会，从而使学生能

在日常交际活动中比较得体地使用印地语。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培养符合新时期外交、贸易、文化交

流需求的外语人才。

课程名称：印地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159.0051

英文课程名称：Hindi Reading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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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印地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

力，培养学生分析判断、综合归纳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巩固和拓

展语法知识，扩展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增进学生对印度社会文化的了解。

课程名称：朝鲜语应用文写作

课程代码：2.152.0061

英文课程名称：Korean Practical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朝鲜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是适用于朝鲜语专业本科学生提高阶

段的教学。朝鲜语写作是以朝鲜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现代朝鲜语的文体特点、篇章结构，写作

技巧、修辞手段和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重点发展学生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的教学体系。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朝鲜半岛文化的了解，借鉴

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

课程名称：波斯语泛读Ⅰ

课程代码：2.153.0191

英文课程名称：Persian Extensive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波斯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波斯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其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

力；培养学生认知语言、分析判断、综合归纳等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能力；扩大学

生的词汇量；增加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加强对伊朗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

在培养学生理解能力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积极吸取语言知识，提高表达能力，实现从单方面接受

到接受与实践运用双向培养。

课程名称：泰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课程代码：2.154.0102

英文课程名称：Thai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适用于本科生高年级阶段。学生通过了解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习

掌握各种材料的翻译方法技巧；通过训练，巩固所学的知识，扩大词汇量，扩大知识量，提高综合

应用语言能力，掌握泰汉互译的基本理论与技巧，为成为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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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印尼语泛读Ⅰ

课程代码：2.155.0041

英文课程名称：Indonesian Extensive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尼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尼语专业二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旨在通过阅读各种题材和体裁的

文章阅读，扩充学生的词汇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逐步提高阅读速度及理

解能力，增强阅读兴趣，为高级阶段的各类实践课程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报刊选读Ⅰ

课程代码：3.151.024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Arabic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开设此课程目的是扩大学生的词

汇量，拓宽知识面，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思辨能力，同时增强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阿拉伯文学作品选读Ⅱ

课程代码：3.151.0252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Arabic Literatur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阿拉伯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专业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旨在使学生对阿拉伯现代文学

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诗人及其主要作品、主要文学流派的代表作有一个基本了解，通过对作

品的社会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理解和欣赏，扩大他们的阅读面和知识面，

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水平，加强分析、理解疑难语言现象及书面表达能力。

课程名称：中东史

课程代码：3.151.033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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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修课以及全校通选课。它以中东国

家历史脉络为主要内容，集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为一体，旨在帮助阿拉伯语语言专业的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体悟中东国家的历史和发展。

课程名称：朝鲜文学史Ⅱ

课程代码：3.152.0042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朝鲜近现代文学为主要内容，是为朝鲜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选修课

程，是一门重要的语言文化课程。开设此课程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拓展视野，加深对朝鲜文学发

展历史的了解，提高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增进学生对朝鲜民族和历史的理解。

课程名称：朝鲜历史文化

课程代码：3.152.0061

英文课程名称：Korean Histor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讲授朝鲜古代和近代历史文化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探讨近代朝鲜社会的转型特点，

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应对方式以及朝鲜最终陷入殖民的历史根源，为今后研究朝鲜半岛社会奠定基

础。

课程名称：朝鲜语报刊选读Ⅰ

课程代码：3.152.008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Korea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朝鲜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朝鲜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一门巩固和提升语言基础知识的

重要课程。开设此课程瞄准复合型、国际化办学方向，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面，拓展视野，加深对

语言现象、新闻题材语言风格的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丰富对朝鲜半岛国家国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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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泰国文学史

课程代码：3.154.002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Thai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专业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旨在使学生对泰国文学发展史有代

表性的作家和诗人及其主要作品、代表作有系统的了解，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水平，使学生能具备

结合泰国历史和社会发展概况分析、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课程名称：泰国古典文学选读

课程代码：3.154.005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Classical Thai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专业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旨在使学生对泰国古典文学发展史

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诗人及其主要作品、代表作有一个基本了解，通过对作品的社会背景、思想内

容、艺术特色、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理解和欣赏，扩大他们的阅读面和知识面，提高文学修养和鉴赏

水平，加强分析、理解疑难语言现象及书面表达能力。

课程名称：泰国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154.0201

英文课程名称：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ailand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泰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泰国社会与文

化的相关文章，讲述泰国文化和社会概况及其发展历史，并结合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对泰国的社

会与文化相关知识有深入的了解。

课程名称：印尼文学史Ⅰ

课程代码：3.155.017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Indonesian Literatur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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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印尼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印尼语四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旨在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各个时期重要

作品原著或片段阅读和分析鉴赏，使学生了解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的历史概况，了解印度尼西亚古

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并培养学生自主阅读以及初步分析鉴赏印尼文学

的能力。

课程名称：阿拉伯语入门Ⅰ

课程代码：3.155.02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Arabic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4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希伯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Beginning Arabic for Hebrew Majors I &II）课程目标：A、掌握阿拉伯语音系，

正字法，转写，1-10 式规则动词变位、派生，名词（静词）变格，基本句型。了解不规则词形变化。

学会使用 Hans Wehr 字典。B、了解闪语族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文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树立语族比

较和文本比较的意识。C、了解阿拉伯世界地理、历史、社会、文化概况。D、熟悉阿拉伯研究相关

书刊、典籍、研究机构、代表人物、数据库，阅读并积累阿拉伯研究相关二手文献。

课程名称：东南亚宗教与文化

课程代码：3.155.0261

英文课程名称：Southeast Asian Religion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越南语专业、泰语专业、印尼语专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文化和社会角度入手，考察历史上东南亚各种宗教发展的简要历程和现状，梳理佛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世界各大宗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和融合，分析东南亚本土新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

特点以及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运用宗教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结合各国宗教生活现状

案例分析，解析各大宗教在整合意识形态、维护地区国家主权、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所

发挥的作用。

课程名称：希伯来语报刊选读Ⅰ

课程代码：3.156.007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Hebrew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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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希伯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希伯来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是一门巩固和提升语言基础知

识的重要课程。开设此课程瞄准复合型、国际化办学方向，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面，拓展视野，加

深对语言现象、新闻题材语言风格的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丰富以色列国情知识。

课程名称：越南语报刊选读Ⅰ

课程代码：3.157.008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Vietnam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东方语学院

授课对象：越南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越南语专业的本科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选修课程，是一门巩固和提升语言基础知识

的重要课程。开设此课程瞄准复合型、国际化办学方向，有助于学生扩充知识面，拓展视野，加深

对语言现象、新闻题材语言风格的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丰富越南国情知识。

课程名称：基础俄语Ⅰ

课程代码：2.111.01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Russian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9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俄语学习的导论课部分，共 14 课。以学习俄语的 33 个字母的正确发音、书写规则为

基础，锻炼发音、音节和单词的拼读，学习四种常见调型，到简单的句子、短文、对话的阅读和理

解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本阶段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正确掌握俄语的发音，正确书写俄语

字母、单词和句子，掌握基本语法、基本句型和一定数量的词汇。全面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

的基本技能，使学生对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课程名称：基础乌克兰语Ⅰ

课程代码：2.112.002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Ukrainian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乌克兰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乌克兰语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旨在培养和发展乌语专

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乌语听说读写综合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完整掌握乌克兰语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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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词汇、语法，并能就日常生活话题展开对话。在培养学生扎实的乌语基本功和语言实际应用能

力的同时加强其对乌克兰社会文化的认识。

课程名称：基础乌兹别克语Ⅰ

课程代码：2.116.001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Uzbek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9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乌兹别克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乌兹别克语专业中的核心课程，既注重打好语言基础，又重视应用能力的培养，旨在

全面提高学生的乌兹别克语综合运用能力，帮助学生掌握乌兹别克语语法、听说读写译。它是将乌

兹别克语基础知识、应用技能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乌兹别克语应用能力，在

短期掌握乌兹别克语发音技巧，提高学生的词汇应用能力。在这同时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乌

兹别克斯坦的国情、社会和文化。

课程名称：基础捷克语Ⅰ

课程代码：2.117.001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Czech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9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捷克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为学生建立起学习捷克语的语音基础、词汇基础和语法框架，并通过语言的学习，

拓宽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掌握并应用特定场景中沟通交流的恰当用语，培养严谨缜密的思维能力。

课程选用两种捷克进口教材，强调语言知识与表达能力并重，并借助原声音频和视频片段提高学生

的口语水平。

课程名称：俄语语音学Ⅰ

课程代码：2.111.0053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Phonetics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面向所有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开设。总学时为 36 学时。

课程不仅教授俄语语音学基础理论，也会运用现代化、比较有趣的练习或活动实际锻炼和纠正学生

的俄语发音。教学内容保持与时俱进，做到中国传统俄语教材与国外新教材相结合。理论结合实践，

做到正音、纠音，最终帮助实现更好的外语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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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俄语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代码：2.111.9022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指的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的俄语相关的社会实习、实践活动。鼓励学生

将专业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有效的结合起来，巩固、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并在思想上、

俄语相关业务上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成长，也为之后的毕业论文撰写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乌兹别克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2.116.0033

英文课程名称：Uzbek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实习实践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乌兹别克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大量的口语练习和实践，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用乌兹别克语进行口头

交际的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语言技能训练，能就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话

题用比较简单的乌兹别克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它为一门重要的必修的基础技能课程，主要通

过课堂口语实践，充分唤起学生学习乌兹别克语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吸收丰富的预料，快速提高听

说能力，深入了解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和社会知识，训练学生用乌兹别克语进行思考，有效培养他

们的乌兹别克语交际能力。

课程名称：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对外关系

课程代码：3.111.0152

英文课程名称：Foreign Relations of Russian and Eurasian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论述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主要内容包括俄

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外交，侧重于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外交任务、外交体制与俄罗

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的独联体政策，与美国、欧盟及中国的外交关系等诸多方面。

课程名称：捷克国家国情

课程代码：3.117.0007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C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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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预期学生能够对捷克共和国的地理、政治、历史和文化有总体上的了解，

知道多个搜集捷克共和国各方面信息的有效渠道，培养起进一步了解对象国和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兴

趣。本课程将利用多媒体（图片、音频、视频、电影片段）手段展现捷克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名

人及重大事件，让学生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对象国的风土人情。

课程名称：俄语视听说 II

课程代码：2.111.0022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听力和口语训练相结合的课程，视觉信息接收为其辅助手段。本科二年级阶段的

视听说课程的重点在于让学生学习并熟悉标准的俄语发音与音调，具备准确的俄语口语表达能力。

听力理解、语音训练、语调训练、口语表达训练皆为本课程的主要任务。在听力理解方面，通过对

经典声像资料的学习，逐渐培养学生通过听觉来接收信息的能力，掌握基本词汇与语言表达形式，

获取各类相关文化背景信息以扩展语言相关的知识储备，使学生能够基本听懂俄罗斯人的言语，听

懂、看懂难度相当的声像资料。在口语表达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训练，使学生能就熟悉的题材进

行对话和思想陈述，要求语音、语调自然，表达基本正确。

课程名称：俄语视听说 IV

课程代码：2.111.0024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V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以视听教学法、听说教学法为基础，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将视听结合起来培养学

习者俄语听力、理解力和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课程，属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俄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11.0027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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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电教手段，利用俄语原版音像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强化学生的听力，说话和交际的能

力，初级阶段以复述对话为主，加强其灵活应用俄语的能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课程名称：俄语实践语法Ⅰ

课程代码：2.111.0031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Practical Grammar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初步了解俄语语法体系，掌握基本词法知识和基本句法知识，在言语交际中

能自觉地，正确地运用应该积极掌握的语法知识。对于学生正确运用俄语具有重要作用。

课程名称：俄语写作 I

课程代码：2.111.0043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以作文形式训练和发展学生用俄语表达完整思想的能力。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俄语写作的理论知

识，通过作文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情操。但其最主要、最基本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俄

语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使学生以俄语书面的形式准确、流畅地表达完整的思想。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Ⅱ

课程代码：2.111.0072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翻译理论与实践 II（汉译俄）”课程是俄语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四年级第一学期开设。

本课程以“翻译理论与实践 I（俄译汉）” 课程为基础，通过有指导的汉俄翻译实践，由易而难，

循序渐进，逐步培养学生的汉俄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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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基础俄语Ⅱ

课程代码：2.111.0096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Russi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基础俄语”为专业必修课，分为上下两个学期。课程包括语音和语法导论课部分以及基础课

部分。导论课教授俄语字母、音节发音、单词拼读、部分读法规则、四种常见调型以及最基本语法

知识。基础课部分中的语音教学注重语流中发音规则、实践对话中词重音、句重音、连贯表达的语

调以及礼貌会话的技巧；语法部分以实践为主，辅以简要说明；词汇部分围绕校园、家庭、社会为

中心逐步扩展并结合言语训练技能的提高。

课程名称：俄语视听说Ⅵ

课程代码：2.111.0116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V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共选用五部俄罗斯原版影视剧（其中一部为学期测试使用），影片涉及俄罗斯当代历史、

家庭伦理、社会思潮、交际习惯、政治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及心理等众多具有深度、颇有挑战性

的话题。所选片目均为国内此类课程中首次使用，具有较大创新度和交际语言时效性。每单元的补

充讨论材料也较丰富多样，为本科高年级同学大幅度提高专业实践能力提供了高质量的训练材料。

课程名称：高级俄语Ⅱ

课程代码：2.111.013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Russi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选用反映俄罗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文学、新闻材料，包括部分概括介绍我国悠久人文

历史的国情材料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根据综合课的要求，练习包括一定比例的词汇、语法、修辞等

单项练习和口笔语、翻译等综合言语练习。课文体裁多样，有小说、小品、政论、散文和诗歌，等

等。

课程名称：基础俄语Ⅲ

课程代码：2.11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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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Basic Russian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俄语专业基础阶段重要的必修课。特点为注重基础性、综合性、实践性。由于同步开

设实践语法课、视听说课和听力课，因此基础俄语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言语技能，发展学生根据各种

语境进行交际的能力。教学过程中增加一定难度的写和译的练习，侧重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听说、

写作和口笔译方面的语言技能。这门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占有重要位置，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必

修。

课程名称：高级俄语Ⅰ

课程代码：2.111.015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Russi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和

发展学生俄语笔语和口语的表达能力，扩大俄语词汇量，提高各种功能语体俄语文本的阅读和理解

能力，较为全面地理解和掌握俄罗斯的语言国情和民族文化知识。

本课程在俄语人才培养方案中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两套教学系统（课文系统和练习系统）的相

互配合，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言语运用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为其毕业后能够在外事

外贸、新闻媒体、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部分从事翻译、编辑、教学、研究、管理等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课程名称：匈牙利语高级视听说 I

课程代码：2.113.0013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Hungar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匈牙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匈牙利语三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匈牙利语听、说水平。

课程主要是通过录音和视频的学习，帮助学生培养匈牙利语语感，习惯不同场合下匈牙利语的语言

表达方式和语音特点的变化，通过语音模仿、情景模拟和情景再现等方法训练匈牙利语口语表达能

力，帮助学生提前适应今后将面临的众多匈牙利语听和说的场合，培养口译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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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高级匈牙利语 I

课程代码：2.113.0015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Hungari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匈牙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针对已经基本掌握匈牙利语语法，基本具备匈牙利语阅读能力的匈牙利语专业三年级

学生所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旨在通过精读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匈牙利语语言水平，强化学生的阅读

能力，培养学生的翻译潜能。同时优秀的课文为学生提供关于匈牙利历史、文化、国情等各方面的

知识，增加学生的知识贮备，帮助学生学会在不同情景和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课程名称：基础哈萨克语Ⅲ

课程代码：2.114.0003

英文课程名称：Kazakh Language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哈萨克语基础精读课程，主要包括词汇、语法、言语表达、国情文化等内容。通过此

课程可提高哈萨克语词汇量，深入学习哈语语法，了解哈萨克斯坦国情文化方面的知识。

课程名称：哈萨克语语法Ⅰ

课程代码：2.114.0021

英文课程名称：Kazakh Grammar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系统性地对哈萨克语语法知识进行全面总结，把已学过的语言知识系统化，使学生

形成完整的哈萨克语语法体系。根据哈萨克语语法特点，以词缀、词尾和动词为主线，通过课堂和

课后的练习，使学生能熟悉运用哈萨克语语法规律指导语言实践，解释语言实践中遇到的语言现象，

进而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

课程名称：哈萨克语泛读Ⅰ

课程代码：2.114.0023

英文课程名称：Kazakh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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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泛读是一门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为主的专业课程。本课程以学生大量阅读为基础，指导其掌握

相关的阅读技巧，引导学生涉猎各种题材的哈萨克语篇章，扩大词汇量，培养语言敏感度，掌握如

何欣赏文章，提高阅读速度，为学生的哈萨克语阅读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课程名称：哈萨克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14.0031

英文课程名称：Kazak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视听说是一门语言技能综合课程，即“视”、“听”、“说”并举，以哈萨克语新闻视频、娱

乐节目、影视剧为教学素材。通过直观的多媒体素材对学生进行实用性强的语言技能训练，旨在提

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的分析理解能力。同时，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加深学生对哈萨克斯坦国庆、文化、时事热点了解，提升综合文化素养，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社

会交往中能运用哈萨克语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课程名称：基础波兰语Ⅲ

课程代码：2.115.000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Po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级波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为波兰语专业基础阶段重要必修课。本课程为综合课，注重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波兰语听

说读写能力，除了语法基础，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将语言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课程名称：波兰语语法Ⅰ

课程代码：2.115.0021

英文课程名称：Polish Grammar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波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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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语语法是波兰语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语音、语法和词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该课程旨在

让学生重点掌握波兰语语法的核心项目，提高学生在上下文中恰当运用语法的能力和准确性，使学

生对波兰语语法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并能借助语法知识解决波兰语学习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课程名称：波兰语泛读Ⅰ

课程代码：2.115.0023

英文课程名称：Polish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波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波兰语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和发展该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的波兰语

阅读能力，扩大波兰语词汇量，广泛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国情知识。

课程名称：波兰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15.0031

英文课程名称：Po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波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波兰语视听说课程将学生的语言输入与输出相结合，通过聆听观看波兰国家主流电视新闻、电

视剧和完成听力练习，训练学生较高的听力理解能力。然后基于每一课观看和聆听的课程主题，提

炼社会热点话题，通过各类口语活动，训练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

课程名称：俄语会话Ⅲ

课程代码：3.111.0023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Conversation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口语会话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可以使学生了解俄罗斯的一

些现实生活场景和传统文化知识，针对相关问题和具体场景进行俄语口语表述的练习，达到特定的

交际目的。学习本课程同样有助于学生提高俄语专业四级水平测试的成绩。

课程名称：俄语实践修辞学

课程代码：3.111.0171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Practical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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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和发展该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的俄语语言

素养，帮助他们在掌握俄语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俄语修辞学知识，学会恰当地

选择和运用各种同义手段。本课程通过讲解和练习的相互配合，使学生逐步掌握基本的俄语修辞理

论。在教学中理论的讲解点到为止，重在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培养学生对修辞资源的了解和运用，从

而提高对文本的审美能力和增强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

课程名称：俄罗斯地理

课程代码：3.111.0221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Geograph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学习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自然带和主要自然资源等自然地理知识，俄罗斯的

人口、行政区划和俄罗斯的工业、农业和交通业的发展等等内容，让学生对当代俄罗斯的自然景观、

投资环境、城市风貌有初步认识，为深入研究俄罗斯和从事对俄外交和经贸活动作知识铺垫。

课程名称：口译

课程代码：3.111.030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pre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俄语人才培养方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通过课文系统和练习系统的相互配合，

在实践中使学生逐步掌握俄语阅读技能，提升阅读速度。在泛读教学中，语言现象的讲解点到为止，

重在通过一定的阅读量来培养学生对文本的分析、归纳、综合和推断能力，为其顺利进入高年级阶

段的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课程名称：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111.0321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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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介绍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发展历程，属专业方向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俄语专业

学生对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发展全貌及来龙去脉，文化传统的建立、发展和传承有一比较系统的了

解。籍此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并提高其文化修养。

课程名称：俄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3.111.0331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和发展该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的俄语阅读

能力，扩大俄语词汇量，广泛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国情知识。

课程名称：报刊阅读Ⅰ

课程代码：3.111.036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三年级的一门以实践为主的课程，旨在完成基本语音、词汇、语法

等课程的基础上，培养阅读兴趣和习惯，提高阅读俄语报刊的能力及阅读速度，增进对国内外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各类信息的了解，扩展词汇量，拓展知识面。

课程名称：外贸俄语Ⅰ

课程代码：3.111.0371

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for Foreign Trad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重点学习外贸活动中常见的以下 24 个专题: 1.称呼问候 2.迎接送行 3.宾馆 4.宴会 5.名

片 6.机构简介 7.电话交谈 8.展览会 9.参观企业 10.产品介绍 11.广告 12.海关 13.商务谈判 14.价

格 15.对外贸易 16.经济技术合作 17.支付结算 18.供货 19.物流 20.意向书 21.协议书 22.贸易合同

23.商务信函(1)24.商务信函(2)，系统学习与这些专题相关的词汇、词组、句子、短文等的俄语表

达方式，并对部分外贸知识作了必要的解释，以便于学习者从事经贸相关的工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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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现代俄语理论Ⅰ

课程代码：3.111.038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Russian Theory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学生低年级所学实践语法基础上的知识延伸，目的在于拓展、深化学生的俄语语法

知识，是俄语语法教学的第二次循环。通过授课，引导学生掌握俄语词法、句法、实义切分等方面

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语法实际应用能力，让学生熟知俄语语法学术语、概念，学会阅读

俄语原文语法书， 为学生考取俄语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课程名称：俄罗斯文学史Ⅱ

课程代码：3.111.0392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思潮流派、文化背景，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的

思想艺术风貌，将作家生平与同时期俄罗斯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相结合。通过对作家的思想体

系、创作观念和代表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讨论，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俄语文学的整体发展史，

掌握阅读俄语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与技巧。该课程使用汉语与俄语授课，学生阅读材料均为俄语。

课程名称：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Ⅱ

课程代码：3.111.0402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述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作家及作品，旨在帮助学生了解 20 世纪重要的文学

流派、文学风格与文学体裁，以及与作家作品相关的俄罗斯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知识。通过对

经典俄罗斯文学代表作品的文本解读，学生应对俄语文学整体发展史有一定认知，掌握阅读文学作

品的基本方法与技巧，并能针对具体作品的内容及主体思想展开论述。该课程使用汉语与俄语授课，

学生阅读材料均为俄语。

课程名称：俄语听力Ⅰ

课程代码：3.111.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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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Russian Listen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面向俄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专业听力课，课程内容为俄语听力的实践训练，主要使用

材料为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四级考试的历年真题与模拟题的听力部分。课堂实践的环节包括听写，对

话听力理解及短文听力理解。通过考试模拟、答题解析，以及对听力材料的词汇语法分析，旨在帮

助学生提高俄语听力实践能力，掌握听力理解技巧，同时为参加二年级第二学期的专业四级考试作

模拟准备。

课程名称：匈牙利文学史 I

课程代码：3.113.0023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匈牙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匈牙利文学史是本科匈牙利语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为教授匈牙利文学历史上的各

个流派的特征和代表作品，授课语言为匈牙利语。本课程的主要材料为自编材料，主要目的在于让

学生熟悉匈牙利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各流派特征，并能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赏析相关文学名家作

品。

课程名称：匈牙利语报刊阅读 I

课程代码：3.113.0027

英文课程名称：Reading from Hungarian Journalism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匈牙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主要材料为匈牙利主流媒体各个板块的新闻、文章、见解，中国官方刊物中有关一带

一路、双边关系的新闻、介绍性文章；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分析匈牙利新闻语体的特点，熟悉一带一

路、双边关系的重要词汇、熟悉匈牙利报刊惯用的表达逻辑和方式；阅读报刊中报道的热点和重点，

为学生提供背景的同时，讲解难词难句，分析句子与段落之间的关系和逻辑，帮助学生来分析文章

的意义和了解作者的观点。

课程名称：哈萨克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3.114.0051

英文课程名称：Kazakh Conversatio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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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哈萨克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通过言语训练及对话学习不同主题，不同情景下使用的哈语口语词汇及表达。以此

掌握更为地道的哈萨克语。

课程名称：波兰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3.115.0051

英文课程名称：Polish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4

开课院系：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

授课对象：波兰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口语会话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可以使学生了解波兰的一些

现实生活场景和传统文化知识，针对相关问题和具体场景进行波兰语口语表述的练习，达到特定的

交际目的。

课程名称：国际经济法

课程代码：2.071.015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经济法是为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设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和掌

握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法理及原则，了解当今国际经济秩序框架及其形成的背景，通过对 WTO 的相关

案例分析，以及对各国涉外法规实践的学习，掌握在今日跨国经济或贸易活动过程中必须了解的基

本法则和法律救济途径，为学生日后的法务实践或进一步的专业深造奠定基础。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071.901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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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要求学生利用暑期等相对集中的时间，大学生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实

际深入社会的教育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活动，学会实践调查的科学方法，提高大学

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

课程名称：刑事诉讼法

课程代码：2.071.0061

英文课程名称：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作为三大程序法之一，它是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部门法。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法

科学生必修的专业课之一。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程序。教学中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学生今后从事司法工作或法律服务工作奠定基础。

课程名称：民事诉讼法

课程代码：2.071.0111

英文课程名称：Law of Civil Proced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民事诉讼法是为法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

规定的法学本科专业 16 门核心课程之一。研究民事诉讼法对增强程序正义理念，树立法治意识，

理解司法公正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系统掌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

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高年级模拟

法庭的演练及毕业后顺利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奠定基础。

课程名称：知识产权法Ⅰ

课程代码：2.071.0121

英文课程名称：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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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它是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

法学人才而设置的一门必修课程。 这门课内容丰富、综合性强、实务性强。该课的内容涉及较多

的国际公约和较多的、最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热点问题。

课程名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课程代码：2.071.0261

英文课程名称：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的含义及界定标准，了解该法适用

对象“劳动者”、“用人单位”，掌握我国劳动就业方针政策的变迁过程及社会背景，促进就业方

针政策措施，并掌握就业歧视的界定及法律救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集体合同

的订立、内容及地位作用，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制度，工资支付制度，劳动安全与卫生制度，女工

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劳动监督制度等劳动法的基础法律

规定。

课程名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课程代码：2.071.0271

英文课程名称：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环境保护法学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这一新兴部门法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特点，它也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法律分支学科。环境保护法学是系统

概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课程，涵盖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整个学科领域各主要

门类的主要内容，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

课程名称：侵权责任法

课程代码：2.071.0381

英文课程名称：Tort Liability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与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等民事权利确认法律相对应，侵权责任法是一部全面保护私权的

法律，是在民事权益遭受侵害后为私权主体提供有效救济的法律。可以说侵权责任法在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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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性作用，其对于各种民事权益侵权纠纷的及时、妥当解决以及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构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发展历史及现

代侵权法的发展方向，使学生掌握一般侵权责任与特殊侵权责任的概念、特征、归责原则、构成要

件、免责事由、损害赔偿计算与范围等基本制度，熟悉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

能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侵权案例，为毕业进入法律职业共同体做好准备。

课程名称：经济法学

课程代码：2.071.0401

英文课程名称：Studies of Economic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使学生初步了解有关经济法律的基础理论和经济法制

建设的发展现状，基本掌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重要的经济法律和法规，并能以相关法

律法规分析典型案例，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和综合分析能力。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Ⅲ

课程代码：2.071.041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基础英语 I、基础英语 II 的基础上，进一步训练并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综

合应用能力。要求学生通过预习能正确回答与课文有关的问题，能就与课文相关的话题查找资料，

展开课堂讨论，并以口头、和笔头方式分析和评价资料；要求学生熟悉文章的语篇结构，能欣赏课

文的写作技巧、文体风格和修辞手段；通过课堂讲解，要求学生能用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规范语言

解释难句，提高英语口头表述的质量和准确度；通过相关练习进一步夯实基础英语语法知识；通过

训练，进一步提高学生段落听写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在课堂陈述及作文中灵活应用课文中学过的词

汇，词组和句型整体提高词汇的应用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词汇量，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并通

过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有机地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通过课堂及课后练习的方式提高口头与笔头

的翻译水平，为今后学习高年级课程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他们的逻辑思

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思想、心理上更趋成熟，为他们开拓独立思维的空间，培

养他们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为进入更高年级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071.042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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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1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特殊性在于“视”、“听”、“说”并举，结合了听力、口语课程的一些基本功

能，通过使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工具，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等英语视听说技能的训

练，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水平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解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071.045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从词汇、阅读技巧、写作技巧、人文思想、翻译等多方面研读各单元的课文文本，

结合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帮助学生进一步提高口头表达、阅读、写作和翻译等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和人文素养。同时，为了帮助学生应对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本课程结合考纲要求，开设针对短文改

错、翻译和写作等内容的专题讲座，并补充相应练习强化训练。

课程名称：知识产权法Ⅰ（全英文）

课程代码：2.071.0501

英文课程名称：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Ⅰ (in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实验班）二年级

课程简介：

知识产权法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法学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它是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

法学人才而设置的一门必修课程。 这门课内容丰富、综合性强、实务性强。该课用英文授课，内

容涉及较多的国际公约和较多的、最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热点问题。

课程名称：商法总论

课程代码：3.071.0211

英文课程名称：General Theory of Commercial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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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是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规定的法学本科专业主要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商法及其有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和了解中国商法的法律、法规与国际贸易惯例。

课程名称：外国法与比较法

课程代码：3.071.0022

英文课程名称：Foreign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首先对国际主流的《比较法》与苏联体系的《外国法制史》这两门课程主要内容和特点

进行梳理，介绍教师本人关于法律起源的研究成果（从乱伦禁忌看法律的起源），以及上古时期古

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国家的法律起源情况，而后依次介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的起源、形成于

发展的主要脉络。使得学生可以初步掌握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起源以及其他国家的法系归

属。

课程名称：法律英语Ⅰ

课程代码：3.071.043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for Law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而完整的介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律思维、法律习惯，重点

介绍美国司法体系、法律体系、美国宪法及宪政体制、合同法、票据法、公司法等等，为培养高级

涉外法律英语人才做准备。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可以对美国宪政和民商事法律有初步了解，并掌握

基本的法律词汇和概念的英语表达。教学方法采用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模式，学生将在教师的指导下

进行大量案例阅读和分析，以助学生深化对课文的理解。

课程名称：国际法原版文献选读

课程代码：3.071.055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Original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学三年级学生在经过两年的基础法律和国际法学习之后的提高型课程。本课程为双

语课程。本课程系统而完整的介绍国际法总论、国际法历史、国际组织法、联合国法律、世界贸易

组织法和国际环境法等，为培养高级涉外法律英语人才做准备。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可以对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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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解，并掌握基本的法律词汇和概念的英语表达。教学方法采用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模式，学

生将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量原版案例阅读和分析以及模拟联合国的角色扮演，以助学生对国际法

的理解。

课程名称：国际竞争法

课程代码：3.071.058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竞争法是面向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设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从根本

上，制度上进一步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和机制的认识，了解竞争法的基本法理和架构，掌握

分析和界定不同市场上竞争条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综合运用民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

等相关法律知识，学习，体会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法务综合战略的基本思路。

课程名称：证券法

课程代码：3.071.0641

英文课程名称：Securities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简要、全面地介绍证券法的基本概念、理论、基本原则和制度及相关业务基础知识，重

点是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证券发行制度、证券交易制度、上市公司的收购制度、证券交易所和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及证券法律责任。在课堂讲授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系统、全面了解掌握

证券法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并启发式地引导学生关注当代证券改革的理论和实

践，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名称：国际民商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

课程代码：3.071.067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Proced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的制度与原理，掌握我国的涉外民事诉讼制

度，包括管辖权制度、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制度、司法协助制度以及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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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仲裁机构的组成、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仲裁程序中的法律适用、仲裁裁决的执行等。掌握我

国有关的涉外诉讼制度和仲裁制度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特别是我国参加的有关涉外诉讼与仲

裁的国际条约的内容，并培养学生利用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名称：海洋法

课程代码：3.071.0851

英文课程名称：Law of the Se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最大特点是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既结合教学，又关注立法，层次分明、结构合理。

在课程中会介绍海洋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知识及最新理论的前沿动态，与此同时，海洋法是一

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因此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学会分析具体问

题、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要关注中国海洋法理论和相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

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课程名称：海洋法（全英文）

课程代码：3.071.0861

英文课程名称：Law of the Sea (in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学院

授课对象：法学专业（实验班）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最大特点是英文授课，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既结合教学，又关注立法，层次分明、

结构合理。在课程中我们会介绍海洋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知识及最新理论的前沿动态，与此同

时，海洋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因此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学会分析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能力，尤其是要关注中国海洋法理论和相关实际中存在的

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课程名称：基础法语 I

课程代码：2.131.015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French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6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系一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语专业基础课程，授课对象为高校法语专业一年级学生，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标准

法语的语音、语调、基础语法和基本词汇等基本知识，掌握 1200 个单词，具有听、说、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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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基本技能和初步交际能力，初步了解法国以及法语国家的一般国情，并具备初步的自学能力，

本课程采用以精讲多练为主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力求贯彻实践性、启发性、趣味性、思想性和形

式多样性，从而为学生下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法语）1

课程代码：313.001.1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1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二年级、国际教育学院英语教育专业二年级、商务英语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法语听说能力。能准确地进行单词、单句、简易短文朗读，并能用

所学的语法知识组词造句子，能听懂老师就课文提出的问题并能正确地回答。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法语）3

课程代码：313.001.3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rench) 3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三年级、国际教育学院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第一阶段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法语听、说、读、写的能力，能进行一般日常生

活对话，借助词典能比较快地阅读一般的短文，并进行法译汉的翻译为更进一步学习法语打好基础。

课程名称：法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2.131.9023

英文课程名称：Conversation in French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0.5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全部采用法语原文教材、自编教材和最新的视听材料，课堂教学中注重会话的操练和交

际能力的培养，并适当导入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配合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理论和实践并重，使学

生学习到“鲜活生动”的语言。课堂教学力求贯彻实践性、启发性、趣味性、思想性和形式多样性，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正确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为他们升入二年级继续加深法语学习奠

定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法语视听说 I

课程代码：2.13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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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French Listening &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语专业基础课程，授课对象为高校法语专业一年级学生。本课程根据《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要求，结合学生和时代的特点，采取多听多说、精讲多练的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加强听说能力，让他们从模仿到灵活运用并创造正确的法语表达。

课程名称：高级法语Ⅰ

课程代码：2.131.00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Frenc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语专业基础课程，一方面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能力培养，对听、说、读、写、译

各项技能提出更高要求，掌握词汇量为 5000 词左右，其中 3000-4000 词能够较熟练运用，掌握系

统语法、初步掌握词汇学和文体修辞等语言科学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在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融合扩充

社会文化知识，培养运用法语工作的技能，培养基本交际能力，对法国和其他主要法语国家的历史、

地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概况初步了解。

课程名称：法语写作Ⅱ

课程代码：2.131.0102

英文课程名称：French Writ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法语写作是法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教学阶段的专业核心课程，采用课堂讲解、课后实践、课

前批改、课堂点评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法语论说文写作的基本原则，掌握法语论说文的结构、套

路等规律，学会遵守法语章法，丰富和完善论证手段，开拓思路，深入思辨，最终习得较为成熟的

法语论说文写作技巧和能力。

课程名称：基础法语Ⅱ-B

课程代码：2.131.01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French II-B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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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视听教材为基础，培养学生的思考意识。学生将获得的不仅是听力理解能力，更

要学会通过语言的桥梁领会法语语境下的不同文化涵义。课程的重点因此在于引导学生口语表

达、对话和独立思考，并且了解语言的三个层次：通俗语言、常规语言和文雅语言。此外，引

导学生进行语言创作，通过不断的口语表达等创造性练习，帮助他们更深刻地领悟法语的语言

特点和魅力。

课程名称：基础法语Ⅱ-A

课程代码：2.131.017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French II-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语专业基础课程，旨在使学生在一年级所学基础上，加强听、说、读、写技能和交

际能力，尤其是要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为提高阶段的法语学习或以法语为工具进行其他专业课程

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使学生掌握一年级尚未学习过的各种词类的概念、分类及基本用法；基本构

词法；简单句的各种成分；各类从句的结构和用法；复合句中动词语式和时态的配合等；到两年级

结束时，学生需掌握的总词汇量为 3800 个左右，必须熟练掌握的约为 2600 个。

课程名称：高级法语Ⅱ

课程代码：2.131.018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French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所选课文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实用、语言规范。根据教学实际，酌情增加相关最

新法语原文材料。介绍文章背景和作者生平、文笔风格、艺术特色及写作技巧；复习巩固系统语法；

掌握基本词组的正确运用和语言表达技巧；介绍法语语言学和修辞学基础知识；提高法汉互译基本

技能；提高阅读、理解和分析原文的能力，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进一步提高听、说、读、写、译

实际运用综合能力，要求达到法语专八水平并通过全国统考；培养和提高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

力以及科研能力。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法汉互译）Ⅱ

课程代码：2.131.0192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French and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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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基础阶段教学基础上，让学生认识翻译的性质、分类和规律，掌握基本的翻译技能。

该课具有以下特色： 1）内容新颖，选材多样，充分考虑了业内对翻译工作者的实际需要； 2）弥

补传统翻译课对文学翻译的偏颇，平衡对待各种文体，重视实用文体的翻译，重视培养学生对原作

的忠实理解和严谨传达； 3）注重将此课程与高年级精读、文化等其它课程的结合，在讲授翻译理

论和策略的同时，适当补充词汇知识和文化知识。

课程名称：法国与法语区概况Ⅰ

课程代码：3.131.0422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France and the Francophone World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法语专业重要的文化知识课，是学生了解法国及法语国家和地区社会文化，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本学期课程分为两大板块：前半部分为法国地理概况，包括

法国各大区的面积、人口、经济等基本数据、历史文化特色和主要城市；后半部分以“法兰西

国家”的形成主线，介绍法国的起源、发展，主要涉及古代史（罗马-高卢时期）和中世纪史（卡

佩王朝早期）。

课程名称：法国文学

课程代码：3.131.0461

英文课程名称：French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全法语方式教学，学生应掌握一些与历史及文学相关的词汇，能够顺利地做笔记以及

用法语对文学作品作简单的口头评价。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还应获得阅读法语诗歌、戏剧和

小说的初步能力。

课程名称：商务法语

课程代码：3.131.0242

英文课程名称：Business Frenc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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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涉及商务职业法语教学，面向已完成法语基础阶段学习、具备较高语言基础的学生，旨

在帮助学生熟悉并掌握商务领域的基本概念及知识技能，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较快适应商务相关工作

岗位。课程内容涵盖企业组成、人员招聘、产品投产销售、广告营销、运输、保险等各个方面，同

时涉及内部管理、银企关系、会计财务、商业法律等与公司运作有关的知识。

课程名称：法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3.131.0411

英文课程名称：French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法语阅读是法语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以法语原文阅读为主，通过一年的系统专

业训练，主要培养学生对于一般难度的法语原文资料的阅读能力，扩充词汇量、加深对法语国家和

地区的了解，掌握相关的阅读技巧，并提高自身书面表达能力，为他们升入更高年级继续深入学习

法语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法语报刊选读Ⅰ

课程代码：3.131.044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Frenc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法语原版报刊文章为依托，根据学生潜在兴趣点、当前报刊网络等各媒体关注的时事

热点，选取与中法有关的报刊书面材料。采用先粗后细、先总体后局部，层层深入不断剥离的方式，

教授学生掌握先从文章来源、日期定位切入，再按照浏览、快速阅读、深入阅读的过程，逐步学习

理解文章的阅读方法。提高学生对法语原文材料的阅读理解能力，并扩充学生对于法国社会文化等

多方面的了解和认知。

课程名称：法语语法

课程代码：3.131.0451

英文课程名称：French Grammar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法语系

授课对象：法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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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法语的词法和句法，重点是中国学生难以掌握的冠词、介词、动词的时态以及各种从句。

使学生对法语语法有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从而提高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要求学生学会自主参

阅法语原版语法书籍的能力，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自主练习。

课程名称：领导力、团队合作与沟通

课程代码：2.172.0032

英文课程名称：Leadership，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任务是讲述领导学、团队合作和管理沟通的基本内容、核心理论、基础概念，让学生

对领导学、团队合作和管理沟通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并对管理实践中的各种理论和知识的价值和应

用方式有所体悟。

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领导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领导特质；领导的行为风格；领导的职责

和使命；领导与权力；情境对于领导的意义；团队合作；管理沟通的定义与要素；组织沟通；人际

冲突；跨文化沟通等。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

课程代码：2.172.0051

英文课程名称：Microeconom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主要讲授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本课程以微观经济学的十条原理作为贯穿

全课程主线，讲授理性经济人是如何做决策的，理性经济人之间是如何通过参与市场产生互动的以

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

本课程的基本版块包括：微观经济学原理介绍、供给与需求、弹性与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行为、

市场效率、税收的成本、国际贸易、公共经济学、企业行为与产业组织等。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代码：2.172.0301

英文课程名称：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90



本课程是将为管理学院的专业的本科学生提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知识， 要求学生先修

课程微积分。基本内容包括：随机事件与概率、离散型概率分布、连续型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的数

字特征、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 I

课程代码：2.172.041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经管类本科各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重要基础理论课，它一方面为后续的数

学课程和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函数、极限与连续、导数与微分、中值定理与导数的应用、不定积分。

课程名称：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课程代码：3.171.0441

英文课程名称：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Academic Writ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介绍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检索文献、论文写作的要求与方法。重点帮助学生掌握

独立进行科学研究与写作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熟练掌握毕业论文与其他课程论文的写

作。

课程名称：专业实习

课程代码：2.172.9022

英文课程名称：Major-related Internship Program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专业实习是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旨在：

1.了解社会及实习单位企业经营情况，增强对本学科领域的感性认识；

2.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初步的分析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3.向实习单位工作人员学习，熟悉本专业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初步获得从事实际

管理工作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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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创业管理

课程代码：3.172.0293

英文课程名称：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工商管理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创业活动过程的内在规律以及创业

活动本身的独特性，了解创业过程经常容易遇到的问题和发展障碍。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育学生

积极进取和创新的意识，强化创业精神，培养和锻炼机会识别、创新、资源整合、团队建设、知识

整合等创业技能，引导学生用创业与创新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开展工作，强化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为学生将来创业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课程名称：政治经济学

课程代码：2.171.0013

英文课程名称：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使学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

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科学认识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

义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各种经济问题的能力，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和

发展规律，深刻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政策，实现高等院校培养和

造就“四有”新人的目标，使学生具备系统和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和应用能力。

课程名称：C语言程序设计

课程代码：2.171.0051

英文课程名称：C Language Programm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二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C 语言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得到迅速推广应用的一种计算机语言，它以其丰富灵活的控制和数据

结构，简洁而高效的语句表达、清晰的程序结构、良好的移植性、较小的时空开销，已被广泛的应

用于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开发中。本课程使用 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教学，是学生通过一门语言

的学习得到程序设计的基本训练，进而为学习其它计算机语言进行程序设计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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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电子商务基础

课程代码：2.171.016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lectronic Commer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发展，给企业、市场、用户行为方面带来了众多改变。在这种

形势下，商科和技术专业学生需要理解电子商务，需要理解电子商务商业关注、互联网技术以及社

交、法律背景等相关因素之间的联系。本课程力图通过资料和案例为学生阐述电子商务涉及的重要

方面，从而帮助学生分析商务、技术以及社会层面相关议题，帮助学生理解技术发展背景下的电子

商务趋势以及由商业和技术引起的社会后果。

课程名称：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课程代码：2.171.0181

英文课程名称：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数据库技术是数据管理的最新技术，是信

息管理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信息管理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在讲

授数据库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数据库的实际操作。

课程名称：信息技术导论

课程代码：2.171.0292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基础性课程。 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目前先进的计算机基础知识，是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计算机相关的重要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数据安全、

便携式应 用软件等相关知识。对于管理专业，本课程主要是为学生介绍多个新工具以及有可能会

影响计算机学科发展的技术趋势，帮助学生可视化概念、批判性地思考技术问题、以及 新技术与

管理革新的关系。

课程名称：运筹学基础

课程代码：2.171.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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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Foundation of Operations Researc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运筹学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管理科学和现代化管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各种系统的优化途径和方案，为决策者提供各种决策的科学依据。本课程系

统地介绍运筹学各分枝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着重以实例入手建立数学模型，探讨一

些经济管理中比较实用的模型和方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线性规划及其解法、运输问题、整数规划、目标规划、图与网络分析

等。

课程名称：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课程代码：2.171.0401

英文课程名称：Information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型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应用、

程序语言设计的相关基础。课程将围绕信息系统开发的整个过程，首先系统介绍信息系统分析和设

计的框架、系统关联人员及企业驱动力，然后重点介绍信息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实施及运行管

理等各项开发阶段的工作原则、步骤和方法。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是培养经济管理

类人才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和管理能力的骨干课程。

课程名称：商务数据分析

课程代码：2.171.0402

英文课程名称：Business Data Analyt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商务数据分析的介绍入手，由浅入深的讲授用于将商业数据转换为有用信息和支持商

业决策的过程、方法、基础设施和当前实践。企业、政府和个人创造大量数据作为活动的副产品，

我们将研究商务数据分析如何用于改进决策。我们将研究数据科学和数据挖掘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我们将研究现实世界的例子和案例，将数据挖掘技术置于企业实践中，发展数据分析思维，并说明

恰当的运用数据分析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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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基础英语 I

课程代码：2.172.019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综合英语教程各单元课文的讲解，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分析技巧，并

综合提高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英语学习策略。通过对课文的学习，

对主题思想的讨论分析，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通过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和个人主

题发言，在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和提高英语口头表达能力的同时锻炼思辨能力和创新思想，扎扎实实

地打好英语基本功为迎接二年级的全国英语专业四级通考做准备。

课程名称：经济法

课程代码：2.172.0332

英文课程名称：Basics of Law (Economic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法理学、民法学和经济学的

基础知识。本课程以现行的主要经济立法为依据，围绕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经济法理论

与实践问题进行学习。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理论、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运行和

管理法、经济纠纷解决等内容。

课程名称：运营管理

课程代码：2.172.0351

英文课程名称：Operations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运营管理有系统的了解，掌握运用管理的基本理论，系统的学习

运营管理课程涉及的质量、生产、库存、销售及供应链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研究企业中

生产、物流与供应链运营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改善管理工作，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名称：跨国公司管理

课程代码：2.172.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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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引进来”和“走出去”为主轴，以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重点，让学生系统掌握基础

性的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理论，了解国际企业经营管理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法律制度，

识别开展国际化经营需要正视的各类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国际化战略以及战略执行方

案，根据实施战略的需要进行相应的企业内部管理。通过以上学习，实现奠定学生作为国际化经营

管理专业人士必备的基础知识的目标。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Ⅲ

课程代码：2.172.043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相当于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一二学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从第三册开

始，本教材难度加大，对学生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在对语言的听说读写等基础能力的培养上，二

年级更强调学生批判性阅读，综合分析，以及流畅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在阅读中，要求对文化背

景有一定的了解，对英语文体有明确的概念，并能够独立地对作者的写作风格、运用的修辞手法做

出分析和评判，旨在帮助学生全方位地提高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 I

课程代码：2.172.044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训练学生的听力理解技能来培养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并提高学生的英语口头

表达能力。

具体来说，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有望掌握预测材料内容、根据语境猜测词意和推测说话者话

语意图等技能，从而更好地理解所听材料的意义。学生还要学会边听边记笔记，并根据所做的笔记

对所听的内容进行复述，将听与说有效地结合起来。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172.0443

96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本学院各专业本科生二年级的英语必修课。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本英语语法常识、

词汇基础知识和英语基本阅读能力。

本课程历时前半个学期共 8 周，每周 2课时。本课程将完成 3 个单元的听力教学和约 5 个专业

四级听力测试和讲解，内容涵盖新闻、对话、短文等。每单元还有相应的口语训练任务，主要为复

述短文、课堂讨论并口头汇报讨论结果等。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 I

课程代码：2.172.045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学院一年级本科生的英语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基本学习

技巧和阅读技巧，提高阅读速度，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方法和逻辑思维能

力，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英语阅读和学习的基本原理和技巧方法，包括字词习得能力，句子理解

技巧，篇章要旨、推断能力，学术读物和生活读物的阅读理解能力等。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172.047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三年级学生开设的英语必修课程，是前两年基础英语精读及泛读

课程的延续和深化。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

课程代码：2.173.0071

英文课程名称：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97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微观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知

识。本课程的任务是介绍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使学生能够制定能满足顾客需要的营销战略

与策略。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与定位、产品开发、促销、分校、定价。

营销环境分析、市场调研等内容将包含在本课程中。

课程名称：管理学

课程代码：2.173.0281

英文课程名称：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管理学的入门课程，使学生对于企业经营、组织行为和一般管理等管理的各个方面具

有初步的了解。

课程名称：公关战略与策划

课程代码：2.173.035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Relations Strategy and Plann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公共关系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建议在学习过管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概论、公关调查、公关写作等课程之后开设。

本课程是对公共关系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通过学习，深入理解公共关系的战略性，掌握公关策

划的理论知识和技能，高效且富有创意地进行各种类型的公关项目策划，熟练撰写公关策划方案，

同时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

课程基本内容有：公关战略概说、公关策划的流程和创意、形象策划实务、活动策划实务、事件策

划实务、公关方案撰写。

课程名称：危机管理

课程代码：2.173.0411

英文课程名称：Crisis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公共关系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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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一门对各相关基础学科的知识储备具有较高要求的课程。选修该课程要求具有一定的

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基础，要求系统学习过“公共关系学概论”等公关专业基础课

程，并具有一定的公关语言表达、公关文案写作、公关案例分析研究能力。它也为进一步学习“公

关战略策划”课程，进入专业实习、学位论文选题、研究、撰写等，提供专业知识支持。

课程名称：公共政策学

课程代码：2.173.043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Polic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公共关系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s）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

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形成了新的公共部门管理的知识框架，适应了当代公共

部门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围绕公共政

策学的学科要素、研究分析方法、公共政策系统与过程、公共政策学知识的应用等方面展开。

课程名称：公关语言与写作（中文）

课程代码：2.173.045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and Writing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公共关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建议学生在修读过公共关系学概论课程之后开设。

本课程从公共关系实务的要求出发，讲授公关语言和公关写作的基本理论知识，训练学生正确

掌握组织传播沟通所需的语言表达和写作技能，为今后从事公共关系工作打下扎实的公关语言和公

关写作基础。

课程基本内容包括：公关语言运用的原则；副语言和体态语的运用；演讲和评论；新闻稿的写

作；电子邮件和会议文案的写作；公关广告文案和软文的写作。

课程名称：公关语言与写作（英文）

课程代码：2.173.046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Relations Language and Writing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公共关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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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公共关系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目的是从公共关系实务的要求出发，系统性地

教授公关工作中各类场景的语言使用和英文文案写作的知识，如演讲、面试、劝服、email 邮件、

备忘录、计划书、新闻稿和专题稿等。

课程名称：CI 设计与组织文化

课程代码：2.173.0821

英文课程名称：CI Desig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公共关系学专业三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公共关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企业战略等课程

的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对 CI 设计和组织文化的基本内容及企业理念、视觉设计、

品牌形象包装、企业行为识别系统等有一定的了解。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组织文化、企业理念

识别系统设计、企业 LOGO 设计、企业字体设计、企业视觉系统的应用设计、企业行为识别系统策

划及基本软件的使用等。

课程名称：组织行为学

课程代码：3.172.0061

英文课程名称：Organizational Behavior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了工作场所中那些与个体行为及群体行为相关的概念、理论和热点、难点问题。组

织行为学以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探索了组织理论、人格、个体行为、激励、态度和价

值观、团队、领导力、决策过程和管理冲突等领域的重要问题。

课程名称：企业战略管理

课程代码：3.171.0271

英文课程名称：Corporate Strategic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关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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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将通过阅读、讨论和案例分析，介绍战略管理的概念，同时还将涉及到组织基本方向、

目标、环境（包括社会、政治、技术、经济和全球化因素）、行业、市场结构和组织的优势和劣势。

本课程的重点是分析在不同类型的行业和公司，如何开发并成功实施战略。包含了商务管理的整个

范畴，其关注的核心内容是整个企业、企业所处的行业和竞争环境、企业长期导向和战略、资源和

竞争能力、以及企业成功的前景等。

课程名称：创业管理

课程代码：3.171.0411

英文课程名称：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创业活动过程的内在规律以及创业

活动本身的独特性，了解创业过程经常容易遇到的问题和发展障碍。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育学生

积极进取和创新的意识，强化创业精神，培养和锻炼机会识别、创新、资源整合、团队建设、知识

整合等创业技能，引导学生用创业与创新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开展工作，强化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为学生将来创业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课程名称：财务报告编制与分析

课程代码：3.172.0381

英文课程名称：Preparation and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port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专业选修课。会计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科，会计模拟实验是会计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和提高专业知识整合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课程任务是通过仿真会计模拟练习，培养学生会计实务的处理能力，将会计理论与企业实践紧

密结合，为专业实习和未来企业管理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基本内容包括：编制会计凭证、登记企业

账簿、成本核算、税金的核算、财务报表的编制、财务报告的分析等。

课程名称：管理学前沿讲座

课程代码：3.172.0392

英文课程名称：Lectures on Management Theory Frontier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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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将在本院系学生 1-6 学期间提供每学期至少 4场管理学前沿讲座，学生需要在前 6 个学

期中听满 8 次管理学前沿讲座，并在第 7 学期提交 1 篇论文，论文主题需与所听 8场讲座之一有关。

论文经专业任课教师评阅合格后方可获得本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危机管理

课程代码：3.172.0461

英文课程名称：Crisis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授课对象：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公共关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公共关系学科中一门需要高度综合各相关基础学科

知识，各种公共关系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具有较高实践难度和最具挑战性的课程。今天，危机管理

已经发展成为高级公共关系专业管理人材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成为公共关系学科的一

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研究领域，成为公共关系产业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实践领域。

课程名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课程代码：2.072.007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政治学、国际政治与其他相关社会科学专业中重要的核心课程，是从事社

会科学学习和研究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论。本课程是本科级别的导论课程，主要介绍社会科学研究

中的基本逻辑、概念和数十种常用研究方法。修习完本课程的学生能够阅读社会科学学术杂志上的

理论文章，并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和方法撰写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学术性文章。

课程名称：西方经济学概论

课程代码：2.072.011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Western Econom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认识、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理解并掌握西方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熟悉并掌握图形分析、实例分析等基本分析方法和技巧；能够运用所学习的经

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解释、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并将其运用到其他社会、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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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统计学概论

课程代码：2.072.0372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一方面，主要阐述统计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应用方法；另一方面，本课程希望在讲授

统计学基本内容的同时，帮助学生学会 R 统计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本课程

希望能够激起学生对统计学的兴趣，并为下一阶段的中阶统计学内容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现代国际关系

课程代码：2.072.040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在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热点问题讲解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报

告。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已学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了解和掌握撰写研究报告的基本步骤

和方法。

课程名称：国际组织

课程代码：2.072.051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主要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议事规则和运作机制为教学内容，旨在帮助学生从行

为体、论坛和资源三个角度理解国际组织，形成以政治学视角分析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问题的

能力。具体内容包括国际组织发展史、国际组织理论以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

课程名称：管理学原理

课程代码：2.073.0472

英文课程名称：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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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管理学的体系结构，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认识管理活动的规律

性，熟悉管理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以及基本原理与方法，确立现代管理理念。同时，培养学

生具备从事管理工作的必要的理论素养、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和沟通

协调能力，以适应时代变革的挑战。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072.901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四年级、翻译（国公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目的和要求是：帮助大学生进一步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强化青年

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帮助大学生熟悉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掌握组织和参与

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方法。教学内容：集中授课为辅，现场实践为主。

1、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2、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3、社会实践的宣传报道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072.0221

英文课程名称：Integrat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6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基本语言技能（听、说、读、写、译）训练，培养他

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人

文素养和综合素质，为进入更高年级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本课程由 16 个单元组成（含 8 个

自学单元），每个单元包括 2 篇课文、口语、语法及写作等方面的训练材料。课文题材多样、

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伦理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

同时，拓展个人视野，提高人文素养；口语训练主要围绕课文内容开展口语活动，培养学生用

英语表述个人观点和意见、进行辩论的能力；写作训练主要加强学生学术写作的能力。此外，

本课程安排 4 个课时的英语演讲比赛，全体学生均须参加。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72.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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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Audio-Visual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包含英语语音课和听说课。语音课的目的是向学生系统介绍英语语音和语调的知识，使

学生通过学习和练习掌握英语的发音、语流的规律、语调的功能，基本上能正确使用英语语音和语

调进行朗读、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听说课旨在通过严格的专项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听力技巧，

达到中等水平的听力理解能力；能够抓住中心大意，理解主要内容；并能够听懂“VOA”和 “BBC”

等新闻和文化节目；并能就所听内容进行连贯表达。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072.058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Read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国际事务和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英语阅读课。它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世

界政治和全球性问题，重点旨在为学生提供世界政治学习词汇的阅读训练。

课程名称：专业学习指导 I

课程代码：2.072.0012

英文课程名称：Guidance for Academic Learn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讲授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基本概念和本院教师的前沿研究成果，以及英语学习

方法、国际化学习策略和个人职业规划等。

课程名称：美国政府与政治

课程代码：3.072.0042

英文课程名称：U. S.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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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从美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美国政治运作、

美国政府政策五个主要方面，向学生系统讲授美国政治、政府和政策的由来，美国政治、政府、内

外政策的过去和今天，及美国的未来走向；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介绍美国政府、政治和政策， 以

使学生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美国，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应对现在和未来必须

应对的种种问题。

课程名称：欧盟政治

课程代码：3.072.0072

英文课程名称：European Union Polit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围绕当代欧洲民主政治体系展开，不仅介绍权力的有效行使是制度实践的结果，还

介绍各类组织的规章制度、运行机制以及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压力集团和公共政策。这门课程主

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欧洲政体几种分类，这些分类主要是基于其制度安排和维系民族文

化多样性的途径。在第二部分，本课程详细分析五个欧洲民主国家或地区（德国、法国、瑞士、比

利时和北欧国家）的政治体系，选择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因为它们是议会制、半议会制、半直接民主

制、协商民主制的代表。在第三部分，这门课程介绍欧盟政治体系的政治本质、制度设计、政党和

选举。

课程名称：世界政治经济专题

课程代码：3.072.0451

英文课程名称：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期望选修本课程的本科生将能够在学理上较为完整地把握 1945－2017 年间当代国际关系发展

的脉络；初步了解以冷战为代表的当代国际关系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初步掌握英文资料的收集和

阅读理解的方法；初步掌握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框架。

课程名称：管理学原理

课程代码：3.073.0001

英文课程名称：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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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管理学的体系结构，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认识管理活动的规律

性，熟悉管理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以及基本原理与方法，确立现代管理理念。同时，培养学

生具备从事管理工作的必要的理论素养、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和沟通

协调能力，以适应时代变革的挑战。

课程名称：国际关系史

课程代码：2.072.039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讲授 1648 年以来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主要探讨：（1）如何认识国际关系史上

的重大事件，这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又有哪些帮助；（2）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理论与

法学的相关知识来研究国际关系；（3）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关系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通过学习

国际关系史，希望能帮助学生培养对国际关系发展的整体认识，掌握历史线索，对时下局势的变化

有所思考；同时培养学生系统习得知识的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框架，对之后的专业理论学习有

所帮助；最后还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视角，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课程名称：政治学原理

课程代码：2.072.042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本科导论级的政治学课程，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主

要通过课堂讲授、自学阅读以及课堂讨论等方式使得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

能够在短时间内打牢政治学的知识基础，并可以初步使用政治学原理分析现实政治问题。

课程名称：公共管理

课程代码：2.072.055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公共管理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的学科新趋势，广泛运用经济学、管

理理论、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达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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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绩效和服务品质的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坚实的公共管理专

业知识基础，掌握现代国家治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机制和内在的理论逻辑，掌握现

代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原则、内容、技术、模式和一般趋势

课程名称：国际政治经济学

课程代码：2.072.016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级、翻译（国公班）专业三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全面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及核心学术逻辑。帮助学生了解当代国际政治

经济领域的重大现象，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在

原有的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综合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国际贸易、国际金

融、国家竞争、国际合作问题的分析方法。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072.027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三年级学生上学期开设的一门英语语言综合实践课程，旨在通过阅读、讨论、辩论、

写作和翻译等技能的综合训练，提高学生即席发言、连贯表达、辩论、演讲的技巧与能力，使学生

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速度、扩大词汇量、培养词义辨析能力，提高归纳、总结主题与写作能力，

使学生具有较熟练的交际能力，兼顾提高学生的翻译技能。

课程名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课程代码：2.072.0461

英文课程名称：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Countr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有关知识、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政治

发展着手，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下，系统阐述西方政治制度的演变，以及当代美国、英国、法国等

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系统的机构设置、职能与特点。力求在比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国家

的具体国情，勾勒出其政治制度宏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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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区域与国别研究导论

课程代码：2.072.052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tud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一、二年级；翻译（国公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本科生通识类课程，也是国际政治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自学

阅读以及课堂讨论等方式使得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区域国别研究的基

本知识，了解重点国家和重点区域的情况，并可以初步使用区域国别研究的常用理论与方法分析现

实区域问题和各国问题。与此同时，掌握一定量的区域国别专业英语词汇。

课程名称：公共管理

课程代码：2.072.055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政治学与行政学三年级

课程简介：

公共管理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的学科新趋势，广泛运用经济学、管

理理论、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从而达到提

高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绩效和服务品质的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坚实的公共管理专

业知识基础，掌握现代国家治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机制和内在的理论逻辑，掌握现

代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原则、内容、技术、模式和一般趋势。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Ⅲ

课程代码：2.072.056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的英语基础阶段必修课，旨在通过听说读写

四种技能的综合训练，提高学生听说能力、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学生需进一步扩大词汇量，提高

阅读速度，增强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学生归纳、总结文章主题并结合背景知识展开课堂讨论的能力；

通过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提高书面表达的语言质量和准确度；具备初步的口笔头翻译能力；

熟悉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增强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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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072.057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采用不同形式与题材的视听材料，经过严格的、专门的训练使学生掌握选择关键词及信

息提示并进行正确推测与判断的能力，笔记与归纳大意的能力，掌握细节及要点的能力；通过介绍

不同形式与题材的视听材料，如对话、讨论、讲座、新闻报道、采访、故事、电影片断等使学生熟

悉这些材料，并通过综合运用基本的听力技巧来提高听力理解能力。本课程采用有声及视听材料培

养学生进行较长连贯口头表达的能力，如就某一话题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观点；及进行口译和听译

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听懂英语国家人士关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较长的讲话和

交谈；能够根据所听材料进行推理和分析；能够用英语作笔记并根据笔记归纳大意；能够听懂“美

国之音”（正常语速）国际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能够进行短文分段口译或听译。

课程名称：地方政府学

课程代码：2.073.0001

英文课程名称：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课程从结构与功能的维度出发，主要介绍地方政府

的概念、类型和特点，以及地方政府设置的基本模式、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运作方式。本课程旨

在通过讲授地方政府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的体制结构

和政策过程的主要内容，提升学生对地方政治实际问题的认知和分析能力。

课程名称：政府经济学

课程代码：2.073.0002

英文课程名称：Government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政府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专门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府经济活

动特殊规律性的科学，是论述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的存在意义和行为，回答政府必须做什么以

及应该怎样做的学问。

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课程内容主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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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政府收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公共部门经济和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宏观经济政

策、宏观经济调控等。

课程名称：当代中国经济外交

课程代码：3.072.0321

英文课程名称：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ic Diplomac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选修课。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研究经济外交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培养学生将经济学思维与战略学思维相结合的能力。教学内容包括中国货币金融外交、中国贸易外

交（包括对外贸易政策理论与经济外交、贸易外交与国际贸易秩序、多边贸易外交、双边贸易外交

等）；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外交（包括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外交、经济共同体与经济联盟外交）；

中国经济援助与制裁外交等。

课程名称：中东政治经济

课程代码：3.072.0591

英文课程名称：Politics and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专题讲座、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的形式，将中东政治经济问题分为中东政治、中东经

济、中东热点问题三大部分，将中东政治、经济与热点问题的理论、历史、现状和前景相结合，将

中东区域问题中长期发展规律与具体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该课程学习，提高大学生对中东这一热

点区域问题的理解与分析能力。

课程名称：国际礼仪比较

课程代码：3.072.0641

英文课程名称：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礼仪比较课程共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板块。第一部分旨在通过有关礼仪与国际关系的相关

理论梳理，促使学生构建起国际礼仪知识对成长中大国之迫切性和必要性的清晰认知并熟悉具体的

礼仪规范。在第二部分实践层面部分，本课程分别从主权国家和个人两个维度详细阐述外交礼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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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礼仪的基本要求，尤为突出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提供不同文明、宗教、文化背景下的礼仪规

范比较，为学生未来提高自我修养和跟中国同步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课程名称：政治社会学

课程代码：3.072.0781

英文课程名称：Political Sociolog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政治社会学是社会学与政治学相融合的产物，主要探讨权力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分配，以及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社会学一方面是在“国家－社会”的关系架构下，解释国家机器

如何通过政策执行将其意志渗透到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分析社会各部门对政治过程的实际影响。课

程主要集中于对政治社会学的形成历史、学科体系、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和分析，通过案例

研讨的方式，加强学生对政治学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理解。

课程名称：公共外交

课程代码：3.072.085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Diplomac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纪、四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公共外交的概念、实践、行为体以及相关的重要问题，通过相关文献梳理讲述

公共外交至今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并对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对各国公共外交实践可能产

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课程名称：国际战略研究专题

课程代码：3.072.0891

英文课程名称：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围绕当前国际上的重大战略性议题展开，包括地区冲突与安全机制建设，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恐怖主义，聚焦全球网络治理、太空治理、海洋治理、卫生治理、气候变

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深入解析大国战略背后的深层次因素，通过中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以及

军备控制、双重博弈等中层理论模型，展现大国间的战略互动，旨在培养学生对于国际重大战略性

问题的分析能力，塑造准确的历史观、全局观和角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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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拉美概论

课程代码：3.072.1021

英文课程名称：A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对拉美地区（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领域的分析，从而对拉美地区概况有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并理解拉美地区发展之路存在的复杂性和

多样性。

课程名称：区域与国别研究导论

课程代码：3.072.111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tud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年级、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本科生通识类课程，也是国际政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自

学阅读以及课堂讨论等方式使得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区域国别研究的

基本知识，了解重点国家和重点区域的情况，并可以初步使用区域国别研究的常用理论与方法分析

现实区域问题和各国问题。与此同时，掌握一定量的区域国别专业英语词汇。

课程名称：国际政治经济学

课程代码：3.072.112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级、翻译（国公班）专业三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了包含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与贸易、金融和发展研究的方法和主题，采用上述

领域的分析模式，以了解财富是如何产生、交易和在国家之间分配，此外，本课程还关注政治和公

共政策对地球上 70 亿人的经济生活的影响，全面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及核心学术

逻辑。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现象，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

展，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在原有的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综合分析

国际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家竞争、国际合作问题的分析方法。

课程名称：现代国际关系

课程代码：3.07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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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政治专业三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及热点问题讲解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目

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已学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了解和掌握撰写研究报告的基本步骤和方

法。

课程名称：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课程代码：2.091.008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汉语国际教育概论为主要面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基础性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汉

语国际教育学科的性质、地位、理论框架和相关学科，教学过程（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

和语言测试）、教学法理论、二语习得、要素教学和技能教学等。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

握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理论，为进一步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相关课程，为从事

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教学实践或研究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中国文化通论Ⅰ

课程代码：2.091.0131

英文课程名称：General Survey of Chinese Culture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旨在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一个

比较全面地了解， 进而受其熏陶浸染，得以陶冶情操，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为今后汉语国际教育

教学和研究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普通心理学

课程代码：2.095.0011

英文课程名称：General Psycholog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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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普通心理学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人的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最一般规律。课程旨在使

学生对正常人心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较深刻的认识，较系统

地掌握感觉与知觉、意识与注意、记忆、思维、人的需要与动机、情绪与情感、能力与人格等问题，

使学生掌握人的心理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培养其未来积极探索心理学前沿问题、发现人的心理奥秘、

解决人类心理困惑的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语音

课程代码：2.092.002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Pronunciation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旨在为学生培养正确的英语发音；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熟练认知国际音标，培养良好

的英式英语发音方法和习惯，掌握不同句式的正确语调；通过对课本的学习和各种练习，提高口语

水平，同时对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有进一步了解。帮助有较好语音基础的学生进一步了解发音规律，

以期提高；帮助发音不良尤其是受方言影响的学生摆脱不好的发音习惯，助其正音。

课程名称：英语语法

课程代码：3.094.001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Grammar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英语语法的本质，培养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并将英语语法的知

识同本专业密切结合。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英语语法的知识及其运用规律和方

法，为学好有关的后继课打好必要的基础，并为学生将来独立研究解决英语学习中的问题和学习新

知识创造条件。结合教学培养学生独立应用语法知识的能力和自学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92.017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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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英语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对学生进

行系统严格的听力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听力理解能力，发展学生的听力技巧，增加学生的对语言

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从而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通过复述、总结、讨论、模仿对话

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092.018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Read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英语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于一年级开设，旨在培养英语专业新生正确的英语专业学习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技能；帮

助学生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阅读速度；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分析归纳、

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包括细读、略读、查阅等能力；并通过阅读训练

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吸收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093.0101/2.092.022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为进入高年级的学习

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他们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获得一个全

面、基础性的训练，要求其对基础语法和词汇能达到熟练掌握与正确运用。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94.020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英语视听说是面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对学

生进行系统严格的听力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听力理解能力，发展学生的听力技巧，增加学生的对

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从而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通过复述、总结、讨论、模仿

对话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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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教育技术基础实践Ⅰ

课程代码：2.095.9121

英文课程名称：Educational Technology Basic Practice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理解教学信息设计和学术传播的基本原理，掌握基于 PowerPoint 的

多媒体课件的设计和制作能力，为毕业后从事课程开发、企业培训、教育教学节目编制等工作做好

教学信息设计与开发方面实践技能的准备。主要教学单元包括信息设计原则、图表设计、逻辑构思、

文本转换、视觉思维、页面布局与美化、动画设计、信息设计资源介绍等。

课程名称：教育技术专业实践Ⅰ

课程代码：2.095.9023

英文课程名称：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Practice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教育技术相关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实践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已学习了计

算机基础知识的学生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网络知识和网上丰富多彩的信

息是如何制作与发布的。学生学习本课程后，应掌握用网络语言 HTML、CSS 设计制作基础网页，并

为今后 Web 开发技术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的后续课程为 Web 程序开发技术。本课程中的基

本知识，例如 HTML 技术特点、HTML 语法、表单等内容是学生未来学习 web 程序开发的必备基础知

识，在多种服务器端脚本技术中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另外，本课程中的知识也是学习 XML 的重要先

导内容，通过 HTML 的结构，可以帮助学生理解 XML 文档的基本结构。

课程名称：英语口语Ⅰ

课程代码：2.092.0061

英文课程名称：Oral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商务英语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口语交际能力，其关键点在于拓展学

生的话题视野，提高对话技巧，关注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化差异，诱导学生思考口语与写作的关联，

改善其内在的口语酝酿环境，从而从本质上为提高其口语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之后，不仅在知识面上有大幅度的拓宽，在演讲、沟通能力方面也有

一定的提升。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社会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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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093.0035/2.091.036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Read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于一年级开设，旨在培养英语专业新生正确的英语专业学习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技能；帮

助学生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阅读速度；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分析归纳、

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包括细读、略读、查阅等能力；并通过阅读训练

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吸收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93.0041/2.091.035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英语视听说是面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

对学生进行系统严格的听力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听力理解能力，发展学生的听力技巧，增加学生

的对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从而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通过复述、总结、讨论、

模仿对话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092.022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商务英语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为进入高年级的学习

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他们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获得一个全

面、基础性的训练，要求其对基础语法和词汇能达到熟练掌握与正确运用。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3.091.045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素养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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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英语视听说是面向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对

学生进行系统严格的听力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听力理解能力，发展学生的听力技巧，增加学生的

对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从而提高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通过复述、总结、讨论、模

仿对话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095.000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为进入高年级的学习

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他们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获得一个全

面、基础性的训练，要求其对基础语法和词汇能达到熟练掌握与正确运用。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092.010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能理解并掌握英语写作的基本规律以及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达到在 35 分

钟内根据作文题目、提纲或图表写出长度为 200 单词左右的短文，内容切题，结构严谨，条理清楚，

语法正确，语言通顺，不断提高自身的审题构思能力、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写作能力、社会适应

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

课程代码：2.095.002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Reading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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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于一年级开设，旨在培养英语专业新生正确的英语专业学习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技

能；帮助学生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阅读速度；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分

析归纳、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包括细读、略读、查阅等能力；并通过

阅读训练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吸收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

课程名称：英语口语Ⅰ

课程代码：2.093.0033/3.091.0011

英文课程名称：Oral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口语交际能力，其关键点在于拓展学

生的话题视野，提高对话技巧，关注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化差异，诱导学生思考口语与写作的关联，

改善其内在的口语酝酿环境，从而从本质上为提高其口语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之后，不仅在知识面上有大幅度的拓宽，在演讲、沟通能力方面也有

一定的提升。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社会交际能力。

课程名称：专业与信息素质教育

课程代码：2.095.0471

英文课程名称：Program Ori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素养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素养基础选修课程，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

课程由一位老师负责主要协调工作，分别邀请与本专业相关、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分享专业学

习和职业发展的宝贵体验。具体的将邀请：专业教师、专家学者、行业精英、还有本校已经毕业的

优秀校友等。分享的主题将围绕专业学习与个人成长展开，内容丰富且视角多元，目的是在有限的

时间内激发同学们的专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后面更为明确的专业学习指明方向，为将来更好地投

身社会实践夯实基础。

课程名称：绩效技术导论

课程代码：2.095.049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Human Performance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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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导论课，在大二第一学期开设，有两项基本任务：

1.将学生引入专业领域，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绩效改进方面的课程提供一个知识框架；

2.使学生获得“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经验”，以逐步培养“21 世纪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能

力，如批判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合作、多媒体传播等”。

课程名称：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

课程代码：2.095.0511

英文课程名称：Educational TV Program Planning and Production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新媒体制作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制作教育电视节目的能力，包括摄像、录音和编

辑技术；培养学生在选题、策划、采访、制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实

际动手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的精神。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完成教育

电视节目的制作。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电视节目编导的基本理论，及影视制作技巧；了

解电视节目制作的全过程及成员分工；理解电视节目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并能以此标准和方法分析

现有的电视节目；能独立完成教育电视节目的编制。

课程名称：教育技术专业英语

课程代码：2.095.055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素养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素养基础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理论基础学习的重要一

环。通过对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文献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和了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程、现状及相关

知识，掌握教育技术专业领域有关的英语词汇和阅读方法，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为将来学习

高年级的专业课程（如教学系统设计、教育技术研究方法、教学媒体与技术、教学讯息设计、远程

教育应用等）奠定一定的专业英语基础。

课程名称：Web 应用技术

课程代码：2.095.0661

英文课程名称：Web Applic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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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 C#和.net 开发环境的基本

理论和操作。结合开发环境了解 C#语言的数据类型、成员变量和常量、表达式和控制结构，以及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包括类、继承和多态，以及泛型类和接口，掌握 C#.net web 应用相关开

发技术，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课程名称：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

课程代码：2.095.0671

英文课程名称：Visual Culture and Media Literacy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美，看得见的吸引力，渗透衣食住行时时刻刻。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关系学习工作方方面面。

然而，爱美的你跟拥有美感之间，还差一门课的距离。

现在，杨雪老师邀请你和她一起: 告别雾里看花，用最敏锐的目光，发现环境中美的要素与法

则 告别熟视无睹，用最浪漫的心灵，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美意境 告别眼高手低，用最简单的

工具，设计极具视觉吸引力的专业作品 告别浮躁被动，用最赤诚的匠心，创造一个更美的自己与

世界。让我们一起，与美同行。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3.091.045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听力作为英语听、说、读、写、译五大基本语言技能之一， 本课程主要教学目的是通过系统

的训练，帮助英语专业的学生逐渐学会“听”来获取语言所包含的信息，同时掌握一些听力技巧，

培养听力技能。通过教学，帮助学生能听懂英语国家人士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谈话，社会文化的

交谈或演讲：听懂中等难度的听力材料(如 TOFEL 短文)，理解大意，领会作者的态度、感情和真实

意图；听懂英语国家新闻广播节目的主要内容，能大体辨别各种英语变体(如美国英语、英国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等)；为培养学生全面的英语交际能力奠定良好的听力基础。

课程名称：色彩设计

课程代码：3.095.0154

英文课程名称：Color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素养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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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针对非艺术类的学生进行授课。鉴于教育技术专业的性质以及文理科生的特点，本课程

的开设主要是培养教育技术专业学生形成一定的审美意识，增强他们的审美素养，通过对于图形以

及色彩的基本了解对今后的 ppt 制作奠定一定的审美经验。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基本对于图

形创意与色彩设计有基本的了解，并且能够动手进行简单的平面图形创意与色彩设计实践，掌握对

图形、色彩构成的基本审美能力，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

课程名称：教学设计案例分析

课程代码：3.095.0481

英文课程名称：Case Study on Instructional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关注教学设计理论及其实践应用，特别是对教学设计过程中的教学策略部分进行了深入

探讨与案例分析，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提升学生的教学设计能力。本课程设计了七个专题，分别是

课程大纲及考核说明、教学理论与教学设计理论、首要教学原理、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教学实践

（上）、设计聚焦问题的教学、教学实践（下）。专题通过层层递进的形式，围绕“教学设计理论

是什么，有什么用” “学习理论、教学理论与教学设计理论的区别在哪里”“教学要遵循哪些重

要的教学设计理论”“如何应用这些教学设计理论”等问题展开教学，真正实现了以问题为中心，

以问题解决为目标的教学。此外课程中特别强调了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想，学生能够通过课程的学

习实现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的连接。

课程名称：计算机教育基础

课程代码：3.095.0501

英文课程名称：Fundamentals of Computer-based Edu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素养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use of Adobe Animate CC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learn to make simple courseware with it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Topics

to be covered include fundamental programming concepts (variables， variable types， code

re-use， commenting code， and basic control struc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Animate CC environment (animation or “tweening”， vector graphics， use of sound

and video， and interaction). Students finishing this course will have at least one

completed fully functional Animate CC project demonstrating a strong knowledge of the tool

as applied to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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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数字学习资源开发

课程代码：3.095.0582

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随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微课、慕课等数字化学习

资源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本课程首先介绍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含义、理论基础、应用场景，

在这个基础上介绍数字化学习资源的一般制作流程，课程重点介绍录屏和视频拍摄这两种类型数字

化学习资源的制作流程及注意事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设计并制作符合一定要求的微课、

慕课等数字化学习资源。

课程名称：教育 APP 设计与开发

课程代码：3.095.0611

英文课程名称：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APP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掌握行业 APP UI 设计模式；了解 Native App、 Web App 、 Hybrid APP 等相关知识，能够

基 本掌握开发相关 APP 的相关编程技能，能够基本掌握设计、制作微信小程序。

课程名称：现代汉语Ⅰ

课程代码：2.091.022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Chinese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教授本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

了解汉语语言学的属性、地位、理论框架与分支领域，包括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和修

辞学的基本知识。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汉语语言学及其分支领域的基础理论，为今后

进一步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技巧和初步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打好基础。

课程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Ⅰ

课程代码：2.091.024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124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通过 2 个学期的课堂教学活动与课外广泛阅读相结合，使学生熟知“五

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及重要作家、作品，并对各种文艺运动、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过

程、发展规律及各种文学流派的特征有一定了解，不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学、文化

素养，亦可为学生今后可能从事的语言教学打下坚实的文学、文化基础。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Ⅰ

课程代码：2.094.00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是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一门重要的主干基础课程。该课程的主要作用，一是为后继

课程提供必需的基础数学知识；二是传授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

养、数学思维能力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课程名称：教育技术导论

课程代码：2.095.013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旨在全面、简约地阐述教育技术的学科知识体系，

包括教育技术的基本概念、学科定义、性质特点、对象范畴、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实践领域和研

究方法等，并兼及介绍学科发展历史与背景、未来趋势等方面。本课程帮助学习者从整体上理解和

把握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是其他专业课程学习的前提和基础，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最终使学习者

能够从而开始自觉地、有目的性地修学教学计划中的其他专业课程，向专业培养目标发展。

课程名称：教学系统设计

课程代码：2.095.0181

英文课程名称：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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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教学系统设计以系统方法为基石，是一个分析教学问题、设计解决方法、对方法进行试行、评

价试行结果、并在评价基础上修改方法的系统化过程。它具体研究如何应用学习理论、传播理论及

教学理论等理论的相关原理，为教与学（包括企业培训情境）的行动，以及教学媒体的编制提供原

则性的规定或处方，并最终构划出行动或编制的“过程”或“程序”。课程主要学习教学系统设计

的基本原理与技能，以培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

课程名称：培训评估与变革管理

课程代码：2.095.0391

英文课程名称：Evaluation and Change Management in Training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四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valuation is an integral element of the instructional， performance technology， and

HRD processes.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six units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major

evaluation perspectives: unit one and unit six deal with the contexts of evaluation. Units

two to five address four well known perspectives for evaluating instruction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HRD initiatives.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these contexts of evaluation

and develop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rain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HRD program evaluations from a number of perspectives.

课程名称：教学媒体与技术

课程代码：2.095.0441

英文课程名称：Instructional Media and Technolog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教学媒体是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先进科学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广泛应用的产物，是目前

教育技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学会常规教学媒体的设计和制作过程、掌握教学媒体的评估方法

和选用原则是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应达到的能力要求。本课程主要讲授基本的媒体与教学媒体理

论、方法与技能，目的在于让教育技术专业本科生认识和了解常用的教学媒体、形成一定的媒体操

作和使用技能，建立对教学媒体的科学认识，掌握同教学媒体有关的基本教学与学习理论，加强对

教育技术的理解和认识，并为后面具体的专业课程（如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教学

设计等）奠定一定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技术观和媒体观。

课程名称：普通教育学

课程代码：2.095.0631

英文课程名称：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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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在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并修课程

为《教育技术学导论》、《心理学》等，无先修课程。

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教育学的理论与知识是教育技术学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基

础。普通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的导论性课程，主要包括教育与教育学的概念、教育功能、教育目的、

教育制度、教师与学生、课程及教学等几大主题。该课程一方面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

教育观，为后续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和研究教育、教学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教育技术

学专业的本科生理解与思考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在教育学中所处的地位与发挥的作

用。

课程名称：教育传播学

课程代码：2.095.0641

英文课程名称：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素养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教育技术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本课程以传播学基本理论为出发点，要求学习者在掌

握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各项教育活动之中，从而深刻领会教育传播

的理论与手段。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传播的基本要

素、传播模式、传播特点、传播的一般规律、传播媒介及其性质和选择、传播过程、传播类型、个

体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重点讲授教育传

播学的相关内容，包括课堂教学传播及其过程、基本模式、教育传播效果的特点、功能与作用、教

育传播环境的优化、教育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教师的传播行为、及教育传播通道等。

课程名称：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

课程代码：2.095.0651

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Video Design and Production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学习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的相关知识，包括 Premiere 视频编辑软件的基本操作、

素材的导入、视频基本剪辑操作、导出和备份、视音频过渡效果、视音频特效、字幕编辑、调色、

插件安装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视频编辑的基础知识、视频编辑软件的操作和

视频编辑理论。通过对这些视频编辑知识的掌握，能够设计和制作符合特定主题的数字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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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语言学概论Ⅰ

课程代码：2.091.0051

英文课程名称：The Theory of Linguistics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对外汉语专业所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的一般理

论，了解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功能、语言的结构、语言的类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进而对语

言的本质、特点等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掌握理论基础，了解不同语言的基本面貌，用以指导今后

的语言教学实践，并为从事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课程名称：对外汉语教育史

课程代码：2.091.0371

英文课程名称：The History of Teaching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汉代张骞开通西域，远至波斯的西域商人、

僧侣纷至沓来，其中很多人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自此以降，汉语的对外教学活动或盛或衰，但却延

绵不绝。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外汉语学科”逐渐发展壮大，在“对外汉语教学论”的方面已有一

定基础，但“史”的研究则显不足。

本课程通过一个学期的课堂教学，使学生了解汉语历史——除了以中国史为背景的汉族人语言

认知活动史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研究的历史。该学科将进一步丰富对外

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将直接推进汉语的本体研究，并加深海外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

研究。该课程对学生而言，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能将学生的视野扩展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学术

空间。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092.009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针对英语教育专业高年级开设的专业课程,通过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翻译理论与常用的

英汉互译方法和技巧，通过反复实践培养学生的翻译熟练技能与跨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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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092.017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听力作为英语听、说、读、写、译五大基本语言技能之一， 本课程主要教学目的是通过系统

的训练，帮助英语专业的学生逐渐学会“听”来获取语言所包含的信息，同时掌握一些听力技巧，

培养听力技能。通过教学，帮助学生能听懂英语国家人士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谈话，社会文化的

交谈或演讲：听懂中等难度的听力材料(如 TOFEL 短文)，理解大意，领会作者的态度、感情和真实

意图；听懂英语国家新闻广播节目的主要内容，能大体辨别各种英语变体(如美国英语、英国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等)；为培养学生全面的英语交际能力奠定良好的听力基础。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092.0201/2.093.0107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适用于高年级学生，课时安排为每周 4 学时。课程以语言基本功训练为基础，强化学生

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和写作能力，并兼顾人文素质培养。

课程的首要教学目标为综合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课程每单元设有大量的语言

练习，包括词汇研究、阅读理解、文体分析、中英互译和写作练习等，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巩固

并在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在阅读方面，通过引导

学生分析文章的结构布局、文体修辞和语言技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写作方

面，训练学生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正确表达，逐步做到行文的得体和流畅。课程选用

内容广泛的阅读材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多方面议题，有助于扩

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092.020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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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适用于高年级学生，课时安排为每周 4 学时。课程以语言基本功训练为基础，强化学生

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和写作能力，并兼顾人文素质培养。

课程的首要教学目标为综合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课程每单元设有大量的语言

练习，包括词汇研究、阅读理解、文体分析、中英互译和写作练习等，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巩固

并在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在阅读方面，通过引导

学生分析文章的结构布局、文体修辞和语言技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写作方

面，训练学生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正确表达，逐步做到行文的得体和流畅。课程选用

内容广泛的阅读材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多方面议题，有助于扩

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Ⅲ

课程代码：2.092.0203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四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教育专业必修课，适用于四年级第一学期，课时安排为每周 4 学时。课程以语言

基本功训练为基础，强化学生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并

兼顾人文素质培养。

课程的首要教学目标为综合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课程每单元设有大量的语言

练习，包括词汇研究、阅读理解、文体分析、中英互译和写作练习等，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巩固

并在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在阅读方面，通过引导

学生分析文章的结构布局、文体修辞和语言技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写作方

面，训练学生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正确表达，逐步做到行文的得体和流畅。课程选用

内容广泛的阅读材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多方面议题，有助于扩

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课程名称：商务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94.0021

英文课程名称：Business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以视、听、说综合技能训练为主要教学目的，旨在培

养学生在商务环境中正确理解并恰当使用英语进行口头表达的能力。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

进一步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特别是用于国际商务活动的专门用途英语。本课程借助多媒体手段，通

过学习有关商务活动的实用材料，通过接触音频和视频素材，使学生获得生动、丰富的语言形式、

语言知识、商务知识的输入，熟悉并掌握常见的商务语言和用法，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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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通过使学生接触大量商务环境下的英语素材，缩短课堂教学与实际生活、工作之间的差

距，做到学以致用，进行有效的商务沟通。

课程名称：管理学原理

课程代码：2.094.0071

英文课程名称：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对组织的经营活动和组织活动进行研究的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组织进行经营活动和

组织活动的一般规律，为组织的经营提供一种指导框架。通过《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使学生

在掌握管理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能够认识管理活动的各项职能和管理活动的各种规律，并能运用所

学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管理学发展的新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同时为

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

课程代码：2.094.0131

英文课程名称：Micro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认识、把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理解并掌握微观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熟悉并掌握图形分析、实例分析以及简单的数学模型分析等基本分析方法和技

巧；能够运用所学习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解释、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课程名称：国际贸易

课程代码：2.094.014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Trade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初步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国际贸易管制的主要手段，以及

影响政府制订国际贸易政策的因素。本课程向学生介绍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国际贸易政策的

主要形式、国际贸易组织与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通过学习，学生应当对相

关理论与政策有初步了解，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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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基础商务英语Ⅰ

课程代码：2.094.028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Business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商务英语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旨在为本专业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提升学生

的商务专业素质和人文素养，注重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强调语言、文化与

商务三者的有机融合。本课程通过使学生接触大量的商务环境下的英语材料，缩短课堂教学与实际

生活、工作之间的差距，做到学以致用，进行有效的商务沟通。

课程名称：跨文化交际实务

课程代码：3.091.036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跨文化交际领域的主要理论及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

差异，增强学生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掌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及处理文化冲

突的能力。在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的同时，将这种跨文化意识有效地运用在

实践当中，使学生能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采取合适的策略，初步具备全球公民的必备素

质。

课程名称：教育学

课程代码：3.091.0371

英文课程名称：Edu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world of

edu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basic information and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classrooms students will enter as educators. Students see how

to develop their own personal perspectives, and track their growth toward becoming

professional educators. The focus is on developing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world of education, and producing quality teachers who have a clear grasp of the basic

issues, coupl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the realities of teaching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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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西文化对比

课程代码：3.091.0411

英文课程名称：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的思想定位以“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

界”。除了高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外，尤其要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道统，

维护中国核心价值的尊严，努力宣传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中国精神，在对外文化交流乃至国际事务中

体现中国意志，大力倡导人文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

课程名称：英汉口译

课程代码：3.092.0211-2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Chinese Interpretation I-Ⅱ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四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课程旨在通过针对学生短时记忆能力、概括复述能力、笔记记录能力及口译表达能力等的综合

训练来提高学生的口译实战水平。在一学期 30 学时的训练之后，学生应该基本掌握英汉-汉英口译

中所涉及的主要技巧，学会如何恰当地处理文化差异问题，具备较好的解决问题能力及相应的心理

素质，不但能够胜任一般的生活翻译、陪同翻译、涉外导游、外事接待等工作，而且能够基本胜任

较高层次的商务谈判、新闻发布会、国际研讨会、记者招待会等的英汉-汉英口译任务。

课程名称：美国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092.0221

英文课程名称：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美国的地理概貌、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概况、科学技术、文化传统、体育娱

乐、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生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有助于学生了解美利坚民族的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掌握美国的地理特征、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制度；更好地掌

握运用语言，加深对语言和文化地理解，增强对文化差异地敏感性，提高分析和评价能力，达到扩

大知识面、巩固和提高英语水平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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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文体学

课程代码：3.092.023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Stylist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该课程为英语教育专业第五学期专业知识课程之一。“英语文体学”是以英语文学中一些著名

的文学作品为对象来进行文体欣赏与分析的课程，旨在加强教育专业学生对英语文学、文体学基础

知识以及英语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欣赏与理解优秀文学作品的水平和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外国教育名著选读

课程代码：3.092.037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Foreign Education Class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教育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教材及授课语言为英语。通过阅读国外教

育史中影响深远的若干篇章原著，让学生对西方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流派有个初步的认识，了解教育

理论的哲学、社会与历史基础。通过该课程，学生们对教育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外国思想家的时代

背景、理论主张及依据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于主要教育原则进行阅读及讨论时，学生们的分析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对于教育的内涵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去除某些轻视教育学的偏见；能够把

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其他教育及人文课程形成良好的互补，构建更完善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克服阅

读原版理论书籍的畏难心理，熟悉各种教育专业术语。

该课程还根据阅读内容结合相关的教育录像及教育案例分析，旨在培养学生将教育理论与教育

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课程中还包含一个实践环节，学生们需要就某一个与阅读材料相关的教育问题

进行访谈，并撰写访谈报告，锻炼学生们进行教育田野调查的实践能力，以及结合文献及实证数据

对于教育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的能力。

《外国教育名著选读》课程考试大纲的依据为国际教育学院英语（教育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和《外国教育名著选读》课程教学大纲，适用于研修该课程的所有学生。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

课程代码：3.094.0071

英文课程名称：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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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与其他商业学科相比，更多的是客户和消费者的行为。广义来看，市场营销是组

织或个人之间价值交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营销被运用在商业交易，政府计划，非营利组

织，求职市场等各种环节。在一个组织中，市场部通常和其他部门合作，带领其他部门进行产品价

值交换。所以，抓住市场动向和把握营销策略对于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开设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要向学生介绍市场营销学的基本概念，手段以及专业术语，并且让学

生能了解市场营销在组织运行中的地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通过这门课程，

学生能培养在营销决策中所需的分析能力和沟通技能。作为一门入门课程，市场营销学让学生对市

场营销的各环节有个概括的了解，但这只是个开始！

这门课程将会：

1. 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市场营销的功能和地位；

2. 介绍重要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重要理论和专业术语；

3. 帮助学生学习现代市场中的环境因素和消费者行为；

4. 介绍有效市场营销策略的主要构成部分；

5. 简述各种特色的市场营销策略在不同环境下的运用；

6. 培养学生在营销决策中的分析能力和应用技能。

课程名称：高级商务英语

课程代码：3.094.013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Business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五学期的专业课程。目的是通过课程讲授、学生参与及自

学使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能够在提高综合理解和运用商务英语能力的同时，比较系统的掌握商

务知识。通过对教材的深入学习和深入的练习，激发学生对商务英语的热爱，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

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战略意图相吻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求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意图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的“适

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

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要求在本课程中有所体现。

本课程使用《新编剑桥商务英语》第三版系列用书（Success with BEC）中的高级（Higher）

为主要课本，旨在普及商务知识，提高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的熟悉程度，并帮助高年级学生储备必

要的商务知识和沟通技能。

课程全程使用英语为教学语言，系统地梳理商务英语知识，使学生在掌握商务知识的同时，提

高学生综合理解和运用商务英语的能力。课程将从强调打好坚实语言基础的重要性入手，帮助学生

充分理解教材，并通过对学生听、说、读、写各个方面提供细致的指导和练习，提高学生的语言理

解和运用能力。部分课时也会涉及到商务英语考试本身，从而进一步帮助学生提高应试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语言学

课程代码：2.09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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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nguistic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从语音学、音系学、构词法、句法、语用学等角度入手，以研究实例为证据，让学

生接触最主要、最具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和原则等，从而加深他们对人类语言这一人类社会普遍现象

的理性认识，并具备一定的运用语言学理论解释语言现象、解决具体语言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的

语言修养和学习语言的能力，为日后参加社会实践工作，打下初步的语言学基础。

课程名称：会计学原理

课程代码：3.094.0171

英文课程名称：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程，可为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管理学专业课程奠定基础。本课程以

复式记账原则为核心，以会计循环为线索，阐述了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本课

程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旨在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会计知识的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掌

握会计学的基本概念、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并树立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观念。

课程名称：统计学

课程代码：3.094.0181

英文课程名称：Statist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讲述统计方法和定量技术在商务管理决策中的应用。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

利用计算机技术在各种类型的企业及相关数据中挖掘决策辅助信息的方法和过程。学习内容具体包

括：数据的搜集，数据的可视化，描述统计，概率和抽样分布理论，参数估计，假设检验，变量间

关系的建模技术，预测技术和质量控制中的统计应用。

课程名称：对外汉语理论与实践Ⅱ

课程代码：2.091.0331

英文课程名称：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ory and PracticeI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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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首先从课堂教学入手，介绍教学法流派产生的背景、特点，强调教学法流派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的应用，根据各教学法流派的特点设计教学，从而加深对各流派的认识和评价。在此基础上，

紧密结合瑞典中文教学来切实提高对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认识。每年 10 月至 11 月瑞典库拉高中访

问上外，访问期间有近一周的中文教学任务是由本课程承担。在完成瑞典中文教学任务之后，将介

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含义、特点；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设计；介绍课型教学，综合课、

听力课、口语课、阅读课、写作课教学，结合视频等素材；结合新 HSK 介绍语言测试等相关内容。

该课程实践内容丰富，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教学、学会教学。

课程名称：汉语写作 I

课程代码：2.092.9026

英文课程名称：Chinese Writing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践教育课程。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必要的汉语写作

基本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为常用文体的学习和将来的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

强调学生“说”的水平训练，会有针对性地开展演讲及其他各类口才训练，旨在培养学生全方位的

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 I

课程代码：2.095.0005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适用于高年级学生，课时安排为每周 4 学时。课程以语言基本功训练为基础，强化学生

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和写作能力，并兼顾人文素质培养。

课程的首要教学目标为综合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课程每单元设有大量的语言练

习，包括词汇研究、阅读理解、文体分析、中英互译和写作练习等，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巩固并

在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着重提高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在阅读方面，通过引导学

生分析文章的结构布局、文体修辞和语言技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写作方面，

训练学生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正确表达，逐步做到行文的得体和流畅。课程选用内容

广泛的阅读材料，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多方面议题，有助于扩大学

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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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口语Ⅰ

课程代码：2.095.0023

英文课程名称：Oral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教育技术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口语交际能力，其关键点在于拓展学

生的话题视野，提高对话技巧，关注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化差异，诱导学生思考口语与写作的关联，

改善其内在的口语酝酿环境，从而从本质上为提高其口语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生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之后，不仅在知识面上有大幅度的拓宽，在演讲、沟通能力方面也有

一定的提升。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社会交际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语法

课程代码：2.092.005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Grammar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商务英语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英语语法的本质，培养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并将英语语法的知

识同本专业密切结合。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英语语法的知识及其运用规律和方

法，为学好有关的后继课打好必要的基础，并为学生将来独立研究解决英语学习中的问题和学习新

知识创造条件。结合教学培养学生独立应用语法知识的能力和自学能力。

课程名称：学术写作

课程代码：2.092.9026

英文课程名称：Thesis Writing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二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教育方向）专业方向课程，适用于高年级学生，课时安排为每周 2学时。课程

系统阐述英语论文写作的内容、体例、语言要求和操作流程，并布置具体的写作任务帮助学生实践、

熟识并最终掌握英语论文写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为即将开始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打下良好

基础。同时，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培养开拓创新、独立思考的精神，并巩固、提高

英语写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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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学习策略

课程代码：3.092.0301

英文课程名称：Study Strategie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一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了帮助新生顺利、成功地过渡和投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而开设。

本课程与学校章程第六条“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育人目标是培养卓越人才，即具有全

球视野、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外语特长，并能够畅达进行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高端国

际型人才”相吻合。

本课程既为学生提供各种锻炼学习策略的机会，如记笔记、准备考试和信息处理等，也为学生

介绍其他高效的学习和生活技能，比如目标设定、时间管理和自我意识等，最终为学生取得大学学

业的成功，甚至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本课程的重点是让学生探索如何才能高效地学习、

如何发展和训练确保学业成功的必要技巧。本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帮助学生通过学习策略的培养，学

会学习，最终成长为独立自主的学习者。

本课程将通过帮助学生掌握各种学习方法和策略使其在大学阶段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学习

潜能。具体地说，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1．知识的建构；

2．学习风格的确定；

3．自我调节；

4．听说读写的技能；

5．各种学习策略在其他各课程间的迁移。

课程名称：英国文学史

课程代码：2.092.0122

英文课程名称：British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教育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gives a compac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Renaiss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For English majors, students should

not merely study English as a “practical” foreign language, but also learn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 in which languag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and analyze a variety of genres and text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o assist stud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addition, this course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as well as students’abilities of examining and appreciating literary texts,

especially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Charles Dickens, Thomas Ha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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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Irving, Mark Twain,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s.

Also, the literary texts will be critically analyzed through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such as New Criticism, feminist theory, psychoanalysis theory, deconstruction, and so

forth.

课程名称：宏观经济学

课程代码：2.061.0071

英文课程名称：Macroeconom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国民经济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价格水平的变动规律和这些

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课程主要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内容包括国

民收入及核算原理，价格水平的构造，国民收入决定的古典理论、长期经济中自然失业率及价格水

平的决定，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的 IS-LM 模型、AD-AS 模型及相应的宏观经济

政策分析，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Ⅰ

课程代码：2.061.029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I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一年级

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是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主干基础课程。高等数学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

使学生从理论、方法、能力三方面得到基本训练，从而为以后扩大、深化数学知识及学习后继课程

奠定基础，也为学生以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奠定数学基础。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代码：2.061.0313

英文课程名称：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专业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将提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

基本知识，使学生初步掌握研究随机不确定现象的数学方法，也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基础。

主要学习样本空间与随机事件；事件间的关系与运算；事件的频率；概率的公理化体系；古典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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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概型；条件概率与乘法定理；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随机事件的独立性。要求先修《微积

分》和《线性代数》课程。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061.901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对

于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加强自身独立性也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通过社会实践还可帮助学生加深对本专业的了解，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场过渡做

准备，增强就业竞争优势。学生需利用暑假时间完成实践并提交实践报告及证明材料。

课程名称：金融交易模拟与实验

课程代码：2.061.9012

英文课程名称：Financial Transactio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定位于实验课程，专注于金融市场中最新发展起来的高频交易。作为专业实验方向课程，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覆盖市场的理解，高频交易的起源、发展、交易策略及对金融市场和监管政策

的影响等内容。本课程教学以实验教学为主，结合学生交易策略检验和模拟交易体验。学生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理解真实世界中各类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清楚金融市场的价格究竟是如何形成

的，并亲手设计与检验交易策略。

课程名称：财务会计实验

课程代码：2.061.9015

英文课程名称：Financial Accounting Experiment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将所学会计知识与技能运用于实践的动手能力。以一个大型工业企业

某年 12 月份全部业务为资料，要求学生独立完成所有的会计核算工作，包括年终决算。与理论教

学时的作业不同，它模拟了实际工作中的真实事项、凭证、账册、报表等，仿真性很强。通过本课

程的实践，学生有望获得较强的会计实务工作能力。本课程以学生自主实践为主，教师只起顾问作

用，就内在性质则完全相同的情况进行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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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专业实习

课程代码：2.061.9022

英文课程名称：Major-related Internship Program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专业实习是大学教学计划的一个有机部分，是大学学习阶段最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不

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论结合实践，强化专业知识，深入理解教育、教学的目标和策略；而且能

极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通过在实习中的

摸索与探讨，辅以专业教师的协助与指导，学习逐步获得实践工作的能力。学生需在实习结束之后

提交实习报告及证明材料。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061.019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6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传授系统的英语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篇章结构、语言功能、

概念等）， 训练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培养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为进入高年级学习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61.043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了听力、口语课程的一些基本功能，通过对学生进行听力、口语等英语视听说技能

的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和对语言运用的分析理解能力。以英语录音、录

像、电影电视片等形式进行教学，经过系统的训练，使学生有较好的语言实际运用的能力和较强的

视听说水平。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061.044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Readi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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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培养学生细致观察语言

的能力以及假设判断、分析归纳、推理检验等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培养学生的阅

读兴趣。

课程名称：经济法

课程代码：3.062.0451

英文课程名称：Economic Law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覆盖经济法基本理论、市场主体、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国家对市场

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作为我院各专业一学期的必修课程，经济法课程主要介

绍民商法律基础知识，经济法概述、市场主体法（个人独资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和破产法等），

市场运行规则（合同法、担保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律、劳动法律制度

和经济争议解决制度。

课程名称：世界经济概论

课程代码：3.063.0391

英文课程名称：World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金融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它

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实证分析为依据，研究世界范围经济整体的形成与发展条件、特征、规律

与趋势。相对于经济科学整体而言，世界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世

界经济学原理；2.主要国家与地区经济；3.国际经济联系；4.国际经济协调。

课程名称：政治经济学

课程代码：2.061.0011

英文课程名称：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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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本院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必修课程。课程的教学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将能了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学会使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

析方法分析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理解经济政策的原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选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课程名称：世界经济概论

课程代码：2.061.0021

英文课程名称：World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它

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实证分析为依据，研究世界范围经济整体的形成与发展条件、特征、规律

与趋势。相对于经济科学整体而言，世界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世

界经济学原理；2.主要国家与地区经济；3.国际经济联系；4.国际经济协调。

课程名称：初级会计Ⅰ

课程代码：2.063.0271

英文课程名称：Elementary Accoun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系会计学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财务会计的基础理论、记账原理和记账方法、以及会计的记账技术和会计循环

程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理解和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了解我国的会

计规范体系，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理论联系实际，锻炼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能理解和编制主要的财务会计报表，以便为后续相关课程的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课程名称：进出口贸易实务

课程代码：2.061.0083

英文课程名称：Import and Export Practi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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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教授学生以逐笔售定方式进行出口贸易操作的基本方法与常见问题。内容包括出口合同

的主要条款及注意事项，进出口贸易合同的订立与执行，以及几种常见的国际贸易方式。通过学习，

学生应当掌握进出口合同的主要内容，通过信用证方式结算的出口业务运作流程、一些基本的国际

贸易惯例、业务磋商的步骤及法律特征、常见的贸易方式及其特点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贸易实务

的各环节操作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财政学

课程代码：2.061.011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Finan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可分为基础理论、支出理论、收入理论和宏观理论四个部分。其中部分为基础理论阐述

财政学的基本概念以及评价标准。第二至第五章为支出理论主要分析政府该在多大程度上应成为社

会产品的购买者、生产者和分配者。第六至第十章为收入理论从税收、价格以及公债三种政府取得

收入的形式来阐述政府该如何征税，制定价格和发行债务。第十一章为宏观理论主要讨论多个政府

或多级政府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课程名称：国际结算

课程代码：2.061.015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结算属于国际金融实务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科学性强、知识丰富、国际惯例众多的学科，

它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极为广泛。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在国际贸易实务知识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各种支付

工具和支付过程的法律性或准法律性（即惯例性）的规则，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理论、传统及新兴

结算方式、单据的制作及审核、银行间索汇及偿付以及各方当事人面临的风险及防范等内容，培养

学生独立的判断、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061.024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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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综合训练，提高学生听觉能力，即席发言、连贯表达、辩论、演讲的

技巧与能力，使学生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速，扩大词汇量，培养词义辨析能力；提高归纳、总

结主题与写作能力，使学生具有较熟练的交际能力。本课程阅读材料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

社会、语言、文学等方面。通过阅读和分析所选材料，扩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

理解，培养他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

课程名称：计量经济学

课程代码：2.061.0341

英文课程名称：Econometr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计量经济学是以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的交叉科学。它以客观经济

系统中具有随机性特征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用数学模型方法描述具体的经济变量关系，为经济计

量分析工作提供专门的指导理论和分析方法。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计量经

济学。用数学模型定量描述经济变量关系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包括设定模型、估计参数、检

验模型和运用模型研究经济变量关系等具体任务。

课程名称：国际商务谈判

课程代码：2.061.039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商务谈判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课程。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掌握

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理论、原则和程序，了解国际商务谈判的策略和技巧 以及不同国家谈判者的

谈判风格特点。课程通过案例分析、模拟谈判等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其对所

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课程用全英语授课，以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国际商务谈判的能力。

课程名称：货币银行学

课程代码：2.061.0401

英文课程名称：Money and Bank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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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它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

课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是一国至关重要的宏观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一国经济的稳

定和发展。《货币银行学》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为指导，系统阐述货币银行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其运动规律；客观介绍世界上主流货币银行理论及其最新研究成果、金融实务

运作的机制及最新发展。

课程名称：投资学

课程代码：2.061.0411

英文课程名称：Invest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投资学是国家教委规定的高等院校财经类核心课程，也是我校金融、国际贸易、会计等专业的

必修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原有的经济理论基础和经济意识上， 阐明投资学基本知识和有用

的金融工具，以及这些金融工具在市场中的实际运作，帮助学生开阔分析问题的思路，提供解决问

题的原则和方法，以便为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Ⅲ

课程代码：2.061.042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传授基础英语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与篇章的结构、语言功能等），训

练基本语言技能（听、说、读、写），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同时指导学生的学习方

法，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以课文为中心，侧重阅读的训练，但也不偏废听、说和写作技能训

练。主要的语法结构有规律地循环加深，并在有一定情景的上下文中出现。同时伴有大量的启发式

口、笔头练习，使学生逐步从有控制的练习过渡到自然的交际。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061.043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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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听力技巧，基本的听力理解能力，影响听力理解的主要因素。听力理解

始终是一个积极思维的过程，通过专门的训练使学生克服影响听力理解的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主动

去听的良好习惯。有声及视听材料为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听材料的理解、感想、评论等提

供了良好的素材。本课程采用有声及视听材料，充分利用语言实验室设备，提供各种训练方法，多

种形式地培养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达的能力。

课程名称：证券投资学

课程代码：2.062.0091

英文课程名称：Securities Invest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证券投资学是一门以股票，基金，债券为投资工具，用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为手段，期望从证

券市场获取投资收益的一门学问。主要涉及的内容有；证券投资工具；证券投资市场，证券投资风

险与收益，证券投资基本分析（宏观经济分析，行业经济分析，上市公司分析），证券投资财务分

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趋势分析，指标分析，K线分析，形态分析等）。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管理

课程代码：2.062.014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金融管理是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也是其他经管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研究

国际经济条件下，企业从事跨国性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金融管理问题。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和

掌握国际金融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具备必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金融管理概述、国际收支分析、汇率的决定与预测、外汇风险管理、国际

融资管理、国际投资管理、国际营运资本管理等。

课程名称：商业银行业务管理

课程代码：2.062.0411

英文课程名称：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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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篇介绍银行业及金融服务业以及它们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作

用。第二篇通过分析银行的财务报表对银行表现进行评估。第三篇研究存款和非存款产品的种类及

其对利润和风险的影响。第四篇解决银行业的两个问题----投资证券组合管理和如何确保足够的流

动性以满足银行的现金需求。第五篇论述银行业务的精髓----贷款类型、评估及发放贷款的程序以

及不良贷款的管理。第六篇讨论资产负债管理的内容。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

课程代码：2.063.0081

英文课程名称：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掌握管理学、经济

学和现代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市场营销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熟悉我国有关

市场营销的方针、政策与法规及了解国际市场营销的惯例和规则，具备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

基本能力，并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掌握初步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

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课程名称：管理会计

课程代码：2.063.0101

英文课程名称：Management Accoun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管理会计是会计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骨干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深入掌握管理会计的理论

和方法，为以后在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的会计工作中能够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作好知识准备。管理

会计内容主要包括：成本的分类，产品成本的计算，作业成本法，成本性态分析、本量利分析与变

动成本法、短期经营决策、长期投资决策、全面预算、标准成本法和责任会计等，这些内容对企业

的经营管理都很有用。

课程名称：中级财务会计Ⅰ

课程代码：2.063.030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二年级，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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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会计是会计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骨干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财务会计

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胜任企业所有贯常业务的会计核算。中级财务会计首先阐述财务会计的基本理

论，为之后要讲述的所有贯常业务的会计核算提供理论基础。然后，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的几乎所有项目的核算和报告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阐述。

课程名称：审计学

课程代码：2.063.0321

英文课程名称：Au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审计学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是一门审计理论与审计实务相结合的学科，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审计的程序和基本技能，并了解审计领域的前沿性

问题，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名称：博弈论

课程代码：2.061.0361

英文课程名称：Game Theor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博弈论是研究行为主体之间战略互动背景下每个行为人如何进行最优选择决策的一门学科，即

研究因彼此利益既受自己行为选择影响也受其他人行为选择影响而造成的行为互动现象。博弈论的

诞生为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分析方法，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外部性等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对经济行为的分析都要用到博弈论提供的分析工具。

课程名称：数据挖掘：概念与方法

课程代码：3.061.0001

英文课程名称：Data Mining: Concept and Method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框架与思路，解释数据挖掘基本算法逻辑和应

用场景，培养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思维方式，以更好地洞悉数据背后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课程学

习使学生认识、把握数据挖掘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理解并掌握数据挖掘技术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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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并掌握数据挖掘算法的基本逻辑和运用场景；能够运用一定的工具采用数据挖掘思路和方法对

数据进行信息提炼，以帮助解释、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课程名称：商务交流技能

课程代码：3.061.0051

英文课程名称：Business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会计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商务沟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学生进行有效跨文化商务沟通的能

力。课程用全英语授课，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商务演讲等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团队合作的精神，为其将来成为国际化创新人才打好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进出口贸易实务

课程代码：3.061.0083

英文课程名称：Import and Export Practi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授学生以逐笔售定方式进行出口贸易操作的基本方法与常见问题。内容包括出口合同

的主要条款及注意事项，进出口贸易合同的订立与执行，以及几种常见的国际贸易方式。通过学习，

学生应当掌握进出口合同的主要内容，通过信用证方式结算的出口业务运作流程、一些基本的国际

贸易惯例、业务磋商的步骤及法律特征、常见的贸易方式及其特点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贸易实务

的各环节操作打下基础。

课程名称：组织行为学

课程代码：3.061.0091

英文课程名称：Organizational Behavior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管理活动中人的行为的心理活动规律。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个体心

理与管理（包括个体心理过程、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倾向、人的挫折、激励理论等）；②群体

心理（包括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群体对个体的作用、人际关系、冲突与沟通等）；③领导行为

（包括领导方式、领导行为与效率、领导者的决策行为等）；④组织行为（包括组织设计原理、组

织结构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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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人力资源管理

课程代码：3.061.0131

英文课程名称：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了解新时期、新环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责任和模式。熟知和

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掌握并能在实际中基本使用人力资源管理整个过程中所需

要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步骤、方法等。本课程的先修课为管理学。要求学生掌握管理环境及变化、组

织战略及目标、组织激励理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课程名称：税法

课程代码：3.061.0191

英文课程名称：Tax Law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税法是一门介绍税收基础知识和中国现行税收制度的课程，是会计学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旨

在使学生掌握税收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了解税法在税务工作、税收改革和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税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税法

总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税、关税、税收征收管理等。

课程名称：国际金融管理

课程代码：3.061.022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也是其他经管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研究国际经

济条件下，企业从事跨国性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金融管理问题。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

际金融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具备必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的

主要内容包括国际金融管理概述、国际收支分析、汇率的决定与预测、外汇风险管理、国际融资管

理、国际投资管理、国际营运资本管理等。

课程名称：投资学

课程代码：3.061.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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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Invest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投资学是国家教委规定的高等院校财经类核心课程，也是我校金融、国际贸易、会计等专业的

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全面了解现代投资理论、投资组合管理方法、衍生金融工具、

金融市场以及投资决策制定和投资交易的实际操作过程；培养学生全面了解现代投资理论及资本市

场的基础知识，掌握投资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技巧，正确进行投资决策。

课程名称：论文撰写与研究方法

课程代码：3.061.0491

英文课程名称：Academic Paper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实践的角度，对本科生开展学术研究，进行课程论文写作，尤其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方

法与规范加以介绍。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明确（学位）论文选题的要求、了解论文写作步

骤与要求、掌握常用的学术研究方法、熟悉我校提供的各类学术资源、知道论文撰写过程中应遵循

的基本学术规范与我校的相关规则。

课程名称：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

课程代码：3.061.0492

英文课程名称：Research in Applied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采用全英文教学，在理论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让学生有机会将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应用于

对特定的应用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运用实际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深化和巩固以前的知识。在

进行相关应用经济学命题研究时，学生将被期望使用经济学技术和统计工具的组合。课程结束时，

学生应能理解经济学家如何处理问题，特别是他们如何构造假设和使用数据来区分事件或模式的替

代解释，以及如何用具有实际经济意义的方式来描述统计数据。

课程名称：保险实务

课程代码：3.061.0541

英文课程名称：Insurance Practi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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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四年级、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注重学生保险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运用最新的保险操作系统，

使学生能够了解各类具体险种以及保险业务、核保、定损、理赔等基础实务知识，具有较为专业的

保险实际操作和应用能力，并树立正确的保险服务理念。本课程通过与平安保险的合作，使学生们

了解保险工作流程中的具体内容，培养保险产品方案设计能力、客户服务管理能力、业务核保能力、

事故理赔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专业综合能力。

课程名称：计量经济学

课程代码：3.062.0471

英文课程名称：Econometr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计量经济学是以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的交叉科学。它以客观经济

系统中具有随机性特征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用数学模型方法描述具体的经济变量关系，为经济计

量分析工作提供专门的指导理论和分析方法。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计量经

济学。用数学模型定量描述经济变量关系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包括设定模型、估计参数、检

验模型和运用模型研究经济变量关系等具体任务。

课程名称：中级财务会计

课程代码：3.062.048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二年级、金融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中级财务会计是会计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骨干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财务会计

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胜任企业所有贯常业务的会计核算。中级财务会计首先阐述财务会计的基本理

论，为之后要讲述的所有贯常业务的会计核算提供理论基础。然后，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的几乎所有项目的核算和报告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阐述。中级财务会

计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课程名称：财政学

课程代码：3.063.0171

英文课程名称：Public Finan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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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财政学这门课程可分为基础理论、支出理论、收入理论和宏观理论四个部分。其中部分为基础

理论阐述财政学的基本概念以及评价标准。第二至第五章为支出理论主要分析政府该在多大程度上

应成为社会产品的购买者、生产者和分配者。第六至第十章为收入理论从税收、价格以及公债三种

政府取得收入的形式来阐述政府该如何征税，制定价格和发行债务。第十一章为宏观理论主要讨论

多个政府或多级政府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课程名称：国际贸易理论

课程代码：3.063.0231

英文课程名称：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研究的主要方向为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国家的贸易政

策变化以及对国际贸易的作用等。主要内容有；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理论，关税及非关

税壁垒，技术与服务贸易，国际资本移动与跨国公司动向等。学习这门课程，除了要具备经济学的

一些重要常识外，还应关注一些国际贸易重要商品比如石油、铁矿石等的交易情况，了解各主要国

家的做法，以此来加深对这门课程相关内容的理解。

课程名称：高级财务会计

课程代码：3.063.045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3

开课院系：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授课对象：会计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会计学专业本科段的主干课程之一，是继初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财务报表分

析之后进一步学习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主要是在中级财务会计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一些特殊会计

问题和一些特殊行业的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专业课程。其研究的内容，往往属于会计领域的难

题或前沿问题，或者是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课程名称：创业基础

课程代码：1.010.0602

英文课程名称：Basics of Entrepreneurship

课程类别：视频学习资源

学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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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教务处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教育部示范教材《创业基础》为参考，结合授课老师多年在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

将学科前沿理论融入课堂内容，使学生始终站在国际的视野学习创业。

课程名称：日本概况

课程代码：2.161.0241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Japa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本科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教师讲解结合课件演示・实

物展示的多元形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大量有助于专业学习的文化背景知识，更为

全面地了解日本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的基本情况，形成较为完

善的学科知识结构，培养初步的日本学能力。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日语）1

课程代码：315.001.1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1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掌握了英语基本交际能力的同时，有学

习第二门外语，甚至是第三门外语的兴趣和欲望。培养双外语型或主、辅修型人才的高校越来越多，

这一模式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很受学生欢迎。针对这一部分学生的学习需要，需要更有效

地组织好课堂教学，针对他们给予有效的学习指导，并创造环境帮助其尽可能多地自然习得，通过

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指导的两只手，帮助学生，尤其是以掌握第二外语基本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学生，

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条件下，高效地实现第二外语的工具性交际功能，实现大学二外教学的真

正目的。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日语）3

课程代码：315.001.3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apanese) 3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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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第二外语（日语）的教学，总的来说，相当于本科专业日语教学的基础阶段。日语作为第二门

外语的教学，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一部分学习者的不良动机、态度、性格等情感因素固然会影响外

语学习效果，但第二外语的教学完善决不会因此而丧失必要性。就心理机制而言，不管是第一外语

还是第二外语，只要是人类语言，习得都会以同样的潜意识方式进行。如果我们能通过不懈努力，

使学习者随着目标语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学习信心和保持学习热情的话，无疑是外语教育的一大成

功。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161.901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着眼于如何提高学生本科期间有效利用课后、节假日、寒、暑假等课余及假期时间 的

能力，要求学术利用上述时间积极投身于社会各行各业和各个地方，进行实践与调查，增加 对我

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的了解，在此过程中形成对我国经 济与社

会发展的正确唯物史观；并通过结合在校期间学习的专业内外的知识，服务社会，提高 个人能力，

为毕业后走入社会成为优秀毕业生和良好公民打下有益的基础。

课程名称：专业实习实践课程

课程代码：2.161.9022

英文课程名称：Major-related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毕业时的更好就业打下坚实的专业和实践基础。课程要求学 术

本科期间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等无课时间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实现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各

类机构、公司进行实习与工作实践，以有效利用和提高本科专业和课程学习的知识水平为 主要目

的，兼顾毕业后的工作所需的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与锻炼，从而实现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的专业知

识与服务社会的良好结合。鼓励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进入各类机构、机关、单位、企业 从事与日本

文化、经济、社会有关的业务实习。

课程名称：基础日语Ⅰ

课程代码：2.161.013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Japanese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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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本科日语专业必修课。在教学课程中通过课堂讲义，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扎实掌

握日语基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培养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丰富日本社会

文化知识，培养文化理解能力，为高年级阶段的日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阶段的学习，要求学生准确掌握日语语音、文字、基本词汇、基础语法以及基础句

型、功能意念的内容，掌握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交际能力。

课程名称：口译Ⅰ

课程代码：2.161.014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pret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口译是日语专业高年级翻译系列课程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面向三年级本科学生，注重培养其

口译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较好的汉语和日语表达能力之外，还使其充分了

解中日两国在文化习俗上存在的差异，能够根据语境需要使用得体恰当的译语进行有效交流。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较为宽广的知识面、更为敏锐的文化意识和抓重点记笔记的能力，从而

胜任一般外事活动中的口译工作。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Ⅰ

课程代码：2.162.001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微积分是高等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重要基础课。主要包括“一元函数微积分及其

应用”、“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向量代数

与空间解析几何”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运算技能。

通过微积分的学习，学生可以得到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能力训练，提高其综合运用所学

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

能力。并为其后继专业课程，特别是经济类和管理类所有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名称：政治经济学

课程代码：2.162.0031

英文课程名称：Political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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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政治经济学在体例上力求突破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个板块的划分，按照现代市场经

济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内在逻辑，揭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市场经济运行

规律。在学习和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专栏和案例，引入小组讨论环节，启发学

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的研究。

课程名称：世界经济概论

课程代码：2.162.0041

英文课程名称：World 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课程简介：

世界经济概论是研究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的独立学科，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世界

经济概论以经济全球化为逻辑主线，全面系统地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解释世界经济发

展的内在规律。学习本课程有助于了解世界经济学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当今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更好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

课程名称：日语听力Ⅱ

课程代码：2.161.004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Listen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上学期主要以各类生活会话场景的练习为主，在听力的同时，增加场景的词汇，培养

场景会话能力。下学期以新闻报刊的材料为主，配套大量的动画新闻、广播等原汁原味的材料，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听力能力，以求能够达到听解普通日本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社会信息。

同时本课程在教学上坚持课前预习、课堂教学测试、课后复习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

不断巩固，使所学的知识更加扎实。课堂教学采用练习、复述、听写、翻译和大意概括等教学方法，

全方位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

课程名称：日语生活会话

课程代码：2.161.0051

英文课程名称：Oral Japanese for Everyday Lif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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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在学生经过一两个学期基础日语的学习，掌握了日语语音，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后开

设的课程。基础日语课中也有听、说和会话内容，但是基础日语的会话是围绕所学语法、句型展开

的。而会话课则是按照专题有步骤地学习一些日常生活或将来工作所需的口语表达方式。任何书面

语言都是建筑在口语基础之上的，口语是人们直接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的重要工具。 会话课程正

是为学生提高地道日语会话技能技巧搭建起一个平台，老师和同学们就是这个舞台上导演和演员。

课程名称：高级日语Ⅰ

课程代码：2.161.00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Japanes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必修课程。参照《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的要求，考虑 到

四年级已经具备了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较高的日语理解能力，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要求如 下：

课堂讲解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不断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力，引导学 生独

立思考，善于思考， 感悟每一篇文章的文辞美及蕴含的思想内容，从而达到综合语言表达水平的

提高。

课程名称：日语听力Ⅲ

课程代码：2.161.007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Listen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在学生具备一定的听力能力的基础上再拔高听解能力的课程。听

力是日语学习的一个难点。突破这个难关不仅有助于其它单项技能的训练，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的日

语交际能力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专门的听力技

能训练，培养学生听日语的能力。

课程名称：日本文学作品选读Ⅰ

课程代码：2.161.008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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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日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主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阅读日本文学原著的能力，使 其

提高语言水平的同时掌握分析、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建立文学知识修养，为进一步学习日 本文

学史、进行日本文学方面的研究打下基础，并为学生了解日本历史、文化、社会提供素材。 本课

程教授作品以近现代重点作家作品为主，兼及不同文学流派。教学以教师讲解为主，辅以 课堂提

问、多媒体手段。

课程名称：日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161.009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系列课程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注重培养学生的日本书面表达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巩固已学过的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熟悉书面语的表达方式，掌握书信、

日记、记叙文、说明文、感想文、议论文等文体的大致结构，理解自我介绍、简历、商务书信、调

查报告、采访稿、专栏、新闻报道、演讲稿等实用性文章的撰写方法，了解故事创作、诗歌创作方

面的常识，通过实际撰写上述各种文体的文章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以及

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顺利地撰写各种文章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日语实用语法Ⅱ

课程代码：2.161.0102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Practical Grammar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日语本科专业必修课。通过系统介绍日语语法基础理论、讲解语法知识，实现对 学

生现有语法知识的整理、扩充和提高。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译汉）

课程代码：2.161.011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Japanese to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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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了解日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不同点，在夯实语言基本功的基础上，提升翻译译文的准确

性（即达意），同时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提升翻译译文的文学性（即传神），切实提升学生的翻

译水平。

课程名称：高级日语Ⅱ

课程代码：2.161.012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Japanes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口译方向）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要求如下：

1．课堂讲解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不断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力，引导

学生独立思考，善于思考， 感悟每一篇文章的文辞美及蕴含的思想内容，从而达到综合语言表达

水平的提高。

2．通过课堂讲解，力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求学生能通过语言表层捕捉深层意义，深层次地理解语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及日本的风土人

情。

3．通过学习，要求学生熟练地诵读经典的篇章，能在口头和笔头两方面比较流畅地回答与课

文有关的问题，能确切地归纳段落大意。

课程名称：基础日语Ⅱ

课程代码：2.161.013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Japanes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0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与此同时，注重语言技能的专业培养，要求学生能听懂课堂用语和一般的日语讲解，能听 懂

以学校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一般性谈话，理解准确率在 80%以上；能较流利地进行课堂会话、 回答

问题及简单的生活对话；能读懂生词不超过 10%、无新语法现象的阅读材料，阅读速度每 分钟不

低于 160～180 个词汇，抓住中心情节，理解准确率在 80%以上；能用日语记日记和写简 单的书

信，能在一小时之内写出 400～500 个词汇的短文。

课程名称：交替传译综合训练（中级）

课程代码：2.161.0161

英文课程名称：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ntermediat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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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日语专业(口译方向)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提高日汉交替传译水平为目标。通过课堂训练和讲解，让学生理解日汉交替传译的基

本方法。提供练习素材，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日汉交替传译的常用词汇、句型和表达方式，为之后

的学习和工作打下扎实的口译基础。

课程教学主要按旅游观光、环境保护、体育运动、衣食住行、娱乐休闲、表演艺术、卫生保健、

中日关系、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商务活动、时事政治、科学技术、信息时代等领域依次展开。

课程名称：演讲与公开发表Ⅰ

课程代码：2.161.0191

英文课程名称：Speech and Public Presentation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提高日语演讲能力为目标。通过该课程，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日语的发音和声调技 巧，

而且能够习得演讲内容与结构，演讲方法，以使演讲达到与听众互动的自然效果。

课程名称：同声传译综合训练

课程代码：2.161.0211

英文课程名称：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规范的口译实战训练培养学生的日汉同声传译能力，使其能适应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等各类不同话题和相关的会议、访谈、讨论等常见同传口译场景，进一步磨练同传译员

所必需的各类技能，包括听说同步、信息捕捉、顺序翻译、口头表达等，学会根据语言内容与场景

需要灵活运用各类同传技巧。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获得更多同声传译的临场感受，为将来进一

步专业化学习训练乃至走上同传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名称：口译训练与技法Ⅰ

课程代码：2.161.023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preting Skills and Training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高起点班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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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口译方向学生和语言文学方向高年级开设的一门进行日汉双 语

转换技能训练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1）具备较强的双语理解能力和表达 能力

（2）拥有较丰富的日语词汇量和较宽广的知识面（3）较好地掌握并熟练运用交传口译的 笔记技

巧和其它口译技巧（4）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迅速应变能力（5）达到日语中级口译的 水平。总

之，本课程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并灵活运用基本口译技巧，通过训练达到较高的 日汉口译水

平。

课程名称：国际经济学Ⅰ

课程代码：2.162.002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学习国际贸易

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初步掌握分析国际贸易领域现象与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正确理解国际贸易理论

演变的内在规律，认识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对立面与内在关联性，并正确理解战后国际贸易

体系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当今国际贸易体系的基本构造，多边与区域、双边等多层次自由贸易

体系的现状与成因与问题。

课程名称：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代码：2.162.007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Trad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主要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基本知识、基本规则和具体操作技术的科学，也

是一门具有涉外经济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性科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不仅

要懂得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正确掌握我国对外贸易的原则、方针和政策，而且需要全面掌握进出

口业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会运用国际贸易惯例和必要的国际法律知识，做好进出口业务。要求针

对进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进行实际操作（结合模拟实习）。通过课堂教学、课后练习，结合案例分

析进行教学，并进而通过业务流程的模拟实习和到实际工作部门调查实习，加强对基本业务技能的

训练，培养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

课程代码：2.162.0081

英文课程名称：Microeconom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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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入门课程，该课程给出了价格分析的基本方法，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基本

逻辑。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

垄断及其它不完全竞争情形、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观经

济学中由“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

“市场失灵”等板块搭建而成的基本理论框架，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熟悉并掌握图形分析、

实例分析以及简单的数学模型分析等基本分析方法和技巧，建立分析微观经济问题的基本逻辑；能

够运用所学习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解释、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课程名称：统计学原理

课程代码：2.162.0101

英文课程名称：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经济学、管理学各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统计学

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具有采集数据，设计调查问卷和处理调查数据的基本能力，有灵活应用所

学的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管理领域世纪问题的基本能力。

课程名称：经济数学

课程代码：2.162.0102

英文课程名称：Economic Mathemat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经济数学是高等数学的一类，分为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数学培养既具

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又具有经济理论基础，且具有较高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在金融证券、

投资、保险、统计等经济部门和政府部门从事经济分析、经济建模、系统设计工作的经济数学复合

型人才。 经济数学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不仅为后继课

程提供必备的数学工具，而且是培养经济管理类大学生数学素养和理性思维能力的最重要途径。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日）

课程代码：2.162.0111

英文课程名称：Marketing (in Japa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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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市场营销学（日）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

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正确认识课程的性

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市场营销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应使学生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加强企业营销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市场

营销活动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管理问题的能力，以使学生具有

明确的市场营销意识，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营销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面提升学生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综合素质。

课程名称：日本经济概论（日）

课程代码：2.162.014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Economy (in Japa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经贸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对日本经济的发展、面临

的问题、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本企业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经济的基本理论和

基础知识。为学生毕业后进入日本企业工作或从事对日经济贸易工作提供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

面的理论和知识。本课程基本上是用日语授课，所以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掌握有关经济类文章

的阅读、语言表达和相关词汇。

课程名称：金融市场

课程代码：2.162.0152

英文课程名称：Financial 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统介绍货币、信用和银行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知识。内容包括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

制度的演变、信用和信用货币，货币流通的规律，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管理，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中央银行，货币需求与供给，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通货膨胀的分析与对策，金融与发展等。

课程名称：日语报刊选读Ⅰ

课程代码：3.161.0063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 from Japanese Journalism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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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内容新颖丰富、题材生动有趣、链接自然贴切为特色，教学形式为教师引导、师生互

动、学生自主相结合。教材选文涵盖日本权威性报纸杂志的新闻、社论、专栏等阅读价值高、影响

力强的文章，并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链接文章，同时附有相关精彩图片。

课程名称：高级日语Ⅱ

课程代码：2.162.025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Japanes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要求如下：

1.课堂讲解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教学过程中力求不断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悟力，引导学

生独立思考，善于思考， 感悟每一篇文章的文辞美及蕴含的思想内容，从而达到综合语言表达水

平的提高。

2.通过课堂讲解，力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求学生能通过语言表层捕捉深层意义，深层次地理解语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及日本的风土人

情。

3.通过学习，要求学生熟练地诵读经典的篇章，能在口头和笔头两方面比较流畅地回答与课文

有关的问题，能确切地归纳段落大意。

课程名称：日语口译Ⅰ

课程代码：3.161.005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Interpret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翻译系列课程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面向三年级本科学生，注重培养

其口译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较好的汉语和日语表达能力之外，还使其充分

了解中日两国在文化习俗上存在的差异，能够根据语境需要使用得体恰当的译语进行有效交流。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较为宽广的知识面、更为敏锐的文化意识和抓重点记笔记的能力，从

而胜任一般外事活动中的口译工作。

课程名称：日语报刊选读

课程代码：3.161.0065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 from Japanese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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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内容新颖丰富、题材生动有趣、链接自然贴切为特色，教学形式为教师引导、师生互

动、学生自主相结合。教材选文涵盖日本权威性报纸杂志的新闻、社论、专栏等阅读价值高、影响

力强的文章，并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链接文章，同时附有相关精彩图片。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日）

课程代码：3.161.007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 from Japanese Journalism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能够

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正确认识课程的性质、任务及

其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市场营销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应使学生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加强企业营销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市场营销活动的

基本程序和方法，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和解决市场营销管理问题的能力，以使学生具有明确的市场

营销意识，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营销管理工作实践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面提升学生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综合素质。

课程名称：日语词汇学

课程代码：3.161.017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Lexicolog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内容新颖丰富、题材生动有趣、链接自然贴切为特色，教学形式为教师引导、师生互

动、学生自主相结合。教材选文涵盖日本权威性报纸杂志的新闻、社论、专栏等阅读价值高、影响

力强的文章，并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链接文章，同时附有相关精彩图片。

课程名称：日本近代文学史

课程代码：3.161.027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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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一般在大四第七学期开设。学生在大

三年级修习的《日本文学选读》课程中已经阅读了一些日本近代文学的经典文本，例如夏目漱石的

《心》，芥川龙之介的《鼻子》，森鸥外的《舞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进入大四年级以后，

将系统地、有体系地讲授日本近代文学自明治维新直至战后七十年代的发展历史，从日本近代文学

的诞生到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的出现，日本近代文学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

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理论此起彼伏，彼此承接。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

其文学创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处于怎样的背景，诞生于怎样的发展脉络之中，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可以使学生对于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了解其演变的历史，从而获得对日本

近代文学的宏观认识。

课程名称：日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3.161.032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内容涉及日本文化，社会，经济和语言等各个方面，内容新颖，能够反映日本现状。每

一篇课文课时为 2课时，由课文，单词，语法注释，练习以及日本文化小知识和参考译文等构成。

本课程适合高校日语专业二年级学生选修，旨在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增加词汇量，增加阅

读量。同时，通过大量阅读，对日本的语言，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等各方面知识有所认识。

课程名称：日本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161.035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商务日语专业的专业考查课。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的教学任务，达到进一步了解日本

社会和文化特点的目的。掌握对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热点领域及重要著作，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研究

领域内，国内的研究状况。阅读中外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家们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基于对日本历

史、地理、风土等概况的掌握，再通过本学期的学习，能够更正确的理解日本社会诸多现象，并能

依据所学理论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课程名称：交替传译综合训练（中级）

课程代码：3.16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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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ntermediat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口译方向）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提高日汉交替传译水平为目标。通过课堂训练和讲解，让学生理解日汉交替传译的基

本方法。提供练习素材，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日汉交替传译的常用词汇、句型和表达方式，为之后

的学习和工作打下扎实的口译基础。

课程教学主要按旅游观光、环境保护、体育运动、衣食住行、娱乐休闲、表演艺术、卫生保健、

中日关系、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商务活动、时事政治、科学技术、信息时代等领域依次展开。

课程名称：演讲与公开发表Ⅰ

课程代码：3.161.0421

英文课程名称：Speech and Public Presentation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提高日语演讲能力为目标。通过该课程，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日语的发音和声调技 巧，

而且能够习得演讲内容与结构，演讲方法，以使演讲达到与听众互动的自然效果。

课程名称：同声传译综合训练

课程代码：3.161.0451

英文课程名称：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规范的口译实战训练培养学生的日汉同声传译能力，使其能适应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等各类不同话题和相关的会议、访谈、讨论等常见同传口译场景，进一步磨练同传译员

所必需的各类技能，包括听说同步、信息捕捉、顺序翻译、口头表达等，学会根据语言内容与场景

需要灵活运用各类同传技巧。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获得更多同声传译的临场感受，为将来进一

步专业化学习训练乃至走上同传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名称：日语听力Ⅲ

课程代码：3.162.0191

英文课程名称：Japanese Listen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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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是一门在学生具备一定的听力能力的基础上再拔高听解能力的课程。听

力是日语学习的一个难点。突破这个难关不仅有助于其它单项技能的训练，同时也为培养学 生的

日语交际能力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专 门的听

力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听日语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具备了解日语较难题材(包括

一些专业题材)、较快速度、较 复杂内容的视听材料的能力。

课程名称：国际结算

课程代码：3.162.025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授课对象：国际贸易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本科国际贸易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从是国际贸易必须的一门重要课程，具有理论和

实务并存的特点，是一门前沿性、综合性、实务操作性较强的双语课程。本课程基于最新修订的一

系列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内容涵盖国际贸易结算工具、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国际贸易结算单据以

及国际贸易融资等多方面。课程强调日语在国际结算中的重要作用，采用中日双语方式进行教学，

同时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特点，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解析，力求在讲解原理的同时融入实务

操作，特别注重对学生实际业务操作能力的培养。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西班牙语）1

课程代码：313.003.1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Spanish) 1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二年级，国际教育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二外选修课程。本课程旨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正确掌握西班牙语的语音、语调、基

本词汇和语法，培养学生西班牙语的初步交际能力，夯实西班牙语语言基本功。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西班牙语）3

课程代码：313.003.3

英文课程名称：Second Foreign Language (Spanish) 3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英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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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二外选修课程，在第一学年专业课的基础上学习并巩固语言知识点，扩大词汇量，了

解对象国的文化知识；强化训练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与交际能力，

指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为在高年级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奠定扎实的语言基础。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2.142.0151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课程旨在传授葡萄牙语口语知识，通过对学生进行反复严格的口语

训练，提高其会话、尤其是生活会话的能力，为其今后在葡语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141.901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实践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有效利用课余及假期时间，结合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实

践与调查的能力，增强对我国及所学语言对象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了解，提高学生的专

业素养与综合素质。

课程名称：专业实习实践课程

课程代码：2.141.9022

英文课程名称：Major-related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实践教育课程，鼓励学生利用课余及假期时间，进入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参与工作实

践，将所学专业知识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为日后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基础葡萄牙语Ⅰ

课程代码：2.14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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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Basic Portuguese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8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课程旨在传授葡萄牙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言语

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丰富学生葡语背景下

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其在高年级学习专业核心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基础意大利语Ⅰ

课程代码：2.143.001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Italian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8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属专业必修课程，培养意大利语本科人才的最重要的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对

意大利语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明确意大利语的学习方法；掌握意大利语的发音，用正确的语

音语调朗读和会话；掌握意大利语的书写；掌握意大利语的基本语法规则，学会使用几个常用时态，

能够在日常生活会话中正确流利地进行表达。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41.003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是加强学生听力理解和口头表达能力，扩充词汇量，配

合其他专业课程，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并扩大学生多西语国家人文社会知识及各类其他知识的

理解，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高级西班牙语Ⅰ

课程代码：2.141.00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Span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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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西班牙语水平，教学中，针对学生具体情况，加强

词汇教学，扩大学生词汇量，增强同义词辨析能力，并通过深入分析课文，强化学生的西语语感，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巩固和扩大语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通

过全新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让学生受到最正规、最系统、最有效，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最实

用的融实践型与研究型为一体的语言能力训练。

课程名称：高级西班牙语Ⅱ

课程代码：2.141.007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Spanish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西班牙语水平，教学中，针对学生具体情况，加强

词汇教学，扩大学生词汇量，增强同义词辨析能力，并通过深入分析课文，强化学生的西语语感，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巩固和扩大语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通

过全新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让学生受到最正规、最系统、最有效，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最实

用的融实践型与研究型为一体的语言能力训练。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视听说Ⅱ

课程代码：2.141.008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收听西班牙语国家对外广播电台的广播录音和电视节目实录，

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听力强化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和对广播语言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则丰富

学生的西语词汇量，增进对西班牙语国家的社会现状、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了解。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Ⅰ（西译汉）

课程代码：2.141.010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Spanish to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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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课程初步了解和学习基础翻译理论，从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

跨文化交际角度开展简单的翻译理论研究。提高学生西译汉笔头翻译能力、翻译技巧和翻译水平，

掌握各种不同文体的翻译方法，为学生将来从事翻译及其他外语工作打好理论和实践基础。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Ⅱ（汉译西）

课程代码：2.141.010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Chinese to Spanis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课程初步了解和学习基础翻译理论，从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

跨文化交际角度开展简单的翻译理论研究。提高学生汉译西笔头翻译能力、翻译技巧和翻译水平，

掌握各种不同文体的翻译方法，为学生将来从事翻译及其他外语工作打好理论和实践基础。

课程名称：基础西班牙语 I

课程代码：2.141.012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Span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正确掌握西班牙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词汇和

语法，培养学生西班牙语的初步交际能力，夯实西班牙语语言基本功。

课程名称：基础西班牙语Ⅱ

课程代码：2.141.013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Spanish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7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正确掌握西班牙语的语音、语调、基本词汇和

语法，培养学生西班牙语的初步交际能力，夯实西班牙语语言基本功。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141.0142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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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其目的是提高学生整体阅读理解的能力，将西语语法分析、词汇知

识和阅读技巧有机结合，培养语感、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能力和速度。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使

用结构变化和近义词替换等方法用西语解释原文，了解常用词缀和词根的含义，并通过阅读较为深

入地了解西语国家历史文化及社会知识，提高人文素养。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阅读Ⅱ

课程代码：2.141.0152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Read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其目的是提高学生整体阅读理解的能力，将西语语法分析、词汇知

识和阅读技巧有机结合，培养语感、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能力和速度。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使

用结构变化和近义词替换等方法用西语解释原文，了解常用词缀和词根的含义，并通过阅读较为深

入地了解西语国家历史文化及社会知识，提高人文素养。

课程名称：拉美概况

课程代码：2.141.0171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Latin-Americ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通过讲授拉丁美洲西语国家各方面的相关知识，以期增进学生对所

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乃至今后的发展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阅读Ⅱ

课程代码：2.141.0182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Read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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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课程巩固所学语言知识，扩充词汇量，使学生初步了解西语国

家人文及社会知识，学习并掌握基本的阅读技巧，提高阅读速度和能力。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41.019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是加强学生听力理解和口头表达能力，扩充词汇量，配

合其他专业课程，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并扩大学生多西语国家人文社会知识及各类其他知识的

理解，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笔译）

课程代码：2.141.020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l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课程初步了解和学习基础翻译理论，从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

跨文化交际角度开展简单的翻译理论研究。提高学生西译汉笔头翻译能力、翻译技巧和翻译水平，

掌握各种不同文体的翻译方法，为学生将来从事翻译及其他外语工作打好理论和实践基础。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口译）

课程代码：2.141.0202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具有相当程度的西班牙语水平，即学生在口头表

达能力和耳听会意能力，达到可以同西班牙语为本族语人士进行一般交谈的水平。通过训练，不断

提高和完善学生的口译能力涉及其对两种语言之间言语符号的转换技能和对各项交际技能综合运

用的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葡萄牙语Ⅰ

课程代码：2.14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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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Portugues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开展本课程学习前，需通过基础葡萄牙语的考核。本课程旨在传授

葡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语言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以及独立工作的能力，丰富学生葡语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其毕业后在较短的时间内适

应工作需要或继续深造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42.0091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翻译理论、掌握翻译技巧，为学生将来从

事翻译及其他外语工作打好理论与实践基础。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通过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大量翻

译实践，使学生掌握葡语和汉语两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一般规律和翻译技巧，提高翻译水平。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142.0101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注重训练学生正确用词造句和写作的能力，通过对多种写作体裁的

介绍和练习，使学生掌握葡语写作的格式要求和方法技巧，提高葡语写作能力，为今后利用外语工

具从事对外交往工作打下知识基础。

课程名称：基础葡萄牙语Ⅲ

课程代码：2.142.014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Portuguese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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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葡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言语

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丰富学生社会

文化知识，为其在高年级学习专业核心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会话Ⅲ

课程代码：2.142.0153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Conversation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葡语口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反复严格的口语训练，

提高其会话、尤其是生活会话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42.0162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听大量的原版教材和各类题材的新闻广播，观看

葡语国家的原版电影，培养学生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强化学生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训

练，扩大知识面和词汇量，提高运用语言的实际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葡萄牙语Ⅱ

课程代码：2.142.018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Portuguese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开展本课程学习前，需通过基础葡萄牙语及高级葡萄牙语的考核。

本课程旨在传授葡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语言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

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独立工作的能力，丰富学生葡语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其毕业后在

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工作需要或继续深造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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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葡语国家文化Ⅰ

课程代码：2.142.0191

英文课程名称：Culture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扩大背景知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

葡语国家文化、尤其是葡萄牙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为今后利用外语工具从事对外交往工作或进行

更深入研究打下文化知识基础。

课程名称：巴西概况

课程代码：2.142.0201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Brazil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扩大背景知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

巴西的地理、历史、社会现状和文化生活等方面有较全面的了解，丰富词汇认知，为今后利用外语

工具从事对外交往工作或进行更深入研究打下文化知识基础。

课程名称：葡萄牙历史Ⅰ

课程代码：2.142.021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Portugal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全面介绍葡萄牙概况知识，包括地理、物产、人

口、行政区划、宗教、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知识，使学生对葡萄牙地理历史、

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有较全面的了解，为今后利用外语工具对外交往或进行更深入研究打下文化知识

基础。

课程名称：基础意大利语Ⅱ

课程代码：2.143.002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Itali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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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必修课程，是建立在《基础意大利语 I》的基础上的，包含了意大利语语法的

核心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全面掌握意大利语语法知识和所有时态，掌握更多的意大利

语词汇及其用法，能运用正确的语音语调朗读和会话，能较熟练地运用意大利语阅读、会话、写作，

能熟练地进行中文与意大利文互译。在完成该课程的学习之后，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将

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课程名称：意大利语视听说Ⅱ

课程代码：2.143.0032

英文课程名称：Italia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实习实践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使用意大利语原版音像材料对学生进行系

统、严格、全面地视听说训练，培养学生较强的意大利语视听说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

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对语言的分析理解能力，使学生有较好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和较强的视听说水

平。

课程名称：高级意大利语Ⅰ

课程代码：2.143.005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Italia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意大利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三年级）的一门实践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其教

学目的在于巩固、深化基础阶段掌握的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知识，通过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

本言语技能训练和扩大学生的语言知识量，重点培养学生在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连贯表达能力以及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课程名称：高级意大利语Ⅱ

课程代码：2.143.006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Italia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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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意大利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四年级）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在于巩固、

深化前三个学年掌握的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知识，通过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言语技能训练和读

解具有相当难度的原版文章和篇章讲解分析以及扩大学生的语言知识量，重点培养学生的即席发

言、连贯表达、辩论、演讲的技巧与能力，使学生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速度、扩大词汇量、培

养词义辨析能力和修辞能力及提高归纳、总结主题与写作能力，要求学生能达到通顺、流畅地进行

连贯性口述和书写意大利语文章，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和综合语言工作能力以及逻辑思维

能力，使学生成为我们国家向国际化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应用型的、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国际化人

才。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43.007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实习实践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翻译理论、掌握翻译技巧，为学生将

来从事翻译及其他外语工作打好理论与实践基础。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通过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大

量翻译实践，使学生掌握意语和汉语两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一般规律和翻译技巧，提高翻译水平。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Ⅲ

课程代码：2.143.0073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实习实践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翻译理论、掌握翻译技巧，为学生将

来从事翻译及其他外语工作打好理论与实践基础。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通过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大

量翻译实践，使学生掌握意语和汉语两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一般规律和翻译技巧，提高翻译水平。

课程名称：意大利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143.0081

英文课程名称：Italian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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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旨在通过词法，句法等方面基本功的训练，熟悉写作的基本知识和

技巧，通过对多种写作体裁的介绍和练习，能根据作文题目、提纲，写出故事梗概及各种文体的作

文，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不同意大利语文体的篇章结构与写作方法；规范学生的意大利语写

作格式，培养良好的意大利语写作习惯。

课程名称：意大利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143.0091

英文课程名称：Italian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实习实践课程，使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学生学会综合运用语言知识，并能帮助他

们提高阅读能力。通过阅读不同体裁和类型的文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词汇量，提高阅读速

度，培养阅读兴趣，激发学生对意大利语言文化的喜爱。

课程名称：意大利历史Ⅰ

课程代码：2.143.011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Italy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全面介绍意大利历史的进程，包括各个时期的人

物、历史事件，以及艺术、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层面，让学生掌握意大利的历史常识，培养学

生的历史修养，让学生能够对意大利民族性格的形成有深入的了解，并针对意大利当代的各种文化

现象能从历史层面去理解，提升自身文化素质。

课程名称：基础希腊语Ⅲ

课程代码：2.144.001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Greek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8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希腊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言

语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丰富学生社

会文化知识，为其在高年级学习专业核心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本课程采用讲课与阅读相结合的教

学方法，课前课后学生阅读有关教材内容，并以问答、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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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希腊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44.0022

英文课程名称：Greek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听大量的原版教材和各类题材的新闻广播，观看希腊的原版电

影，培养学生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强化学生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训练，扩大知识面和

词汇量，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和运用语言的实际能力。本课程安排的时间较长，共四个学期，以弥

补希腊语在我国无广播无电视转播的缺陷，旨在加强学生在视听方面的训练，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

力。课程均在语言实验室进行的教学活动，利用现有的电教设备，以教师的指导和讲解为主。

课程名称：希腊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2.144.0031

英文课程名称：Greek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其基本教学内容是大量阅读各类文学作品、政治、经济、历史、文

化、社会、科技诸方面的文章，要求学生掌握阅读技巧，熟悉各类型文章，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

力和文学修养。本课程教学以学生自主阅读为主，教师讲评和答疑为辅。

课程名称：希腊语翻译理论与实践Ⅲ

课程代码：2.144.0043

英文课程名称：Greek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从希汉-汉希翻译的一般规律和原则出发，对希腊语和汉语的异同

进行必要的对比，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翻译理论和常用方法、技巧，通过反复实践培养学生希汉、汉

希翻译基本技能。掌握一般句子、段落以及篇章材料的从希腊语到汉语、汉语到希腊语的笔译和口

译。并对文化差异有着较强的敏感性，能够较好地处理两种语言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成语、形象、比

喻等，胜任一般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应用文等的翻译工作。

课程名称：高级希腊语Ⅱ

课程代码：2.144.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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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Greek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希腊语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言

语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丰富学生社

会文化知识，为其毕业后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工作需要或继续深造打下扎实的基础。本课程采用讲

课与阅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主要用希腊语讲授课程，辅以各种图片、地图、录像等教学手段。

课前课后学生阅读有关教材内容，并以问答、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课程名称：希腊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144.0071

英文课程名称：Greek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旨在通过科学的教育方法，系统地教授段落和篇章写作知识，使学

生在在完成希腊语专业课程时掌握必要的写作知识及技巧，熟悉各种文体及其篇章结构，能按照要

求写出不同体裁的段落；能根据作文题目、提纲等写出不同文体的文章；同时能够写正式书信等，

具备专业所要求的写作能力。该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与作文练习；要求学生每章结

束后根据要求完成作文练习，以巩固课堂讲授内容。

课程名称：希腊概况

课程代码：2.144.0091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Greec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全面介绍希腊概况知识，包括地理、物产、人口、行政区划、宗教、

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目的是让学生扩大背景知识，对希腊有较全面的了解，丰富词汇认知，

为今后利用外语工具从事对外交往工作或进行更深入研究打下文化知识基础。本课程采用讲课与阅

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主要用希腊语讲授课程，辅以各种图片、地图、录像等教学手段。课前

课后学生阅读有关教材内容，并以问答、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课程名称：荷兰语写作Ⅰ

课程代码：2.14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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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Dutch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荷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旨在通过系统地教授段落和篇章写作知识，使学生在在完成荷兰语

专业课程时掌握必要的写作知识及技巧，熟悉各种文体及其篇章结构，能按照要求写出不同体裁的

段落；能根据作文题目、提纲等写出不同文体的文章；同时能够写正式书信等，具备专业所要求的

写作能力。该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与作文练习；要求学生每章结束后根据要求完成

作文练习，以巩固课堂讲授内容。

课程名称：拉美文化概况

课程代码：3.141.0291

英文课程名称：Survey of Latin-American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大类平台课程，通过讲授拉丁美洲西语国家各方面的相关知识，以期增进学生对所

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乃至今后的发展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课程名称：西语国家文学史Ⅰ

课程代码：3.141.0301

英文课程名称：Literary History of Spanish Speaking Countries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介绍西班牙文学史的基本脉络以及主要文学流派的发展历史，使学

生了解西班牙文学基本概貌；穿插文学作品片断的导读，指导学生阅读和欣赏西班牙文学名著，了

解社会历史、思想流变和文学特色，扩大知识面，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分析能力，提升

人文素养，并进一步促进语言基本功的完善。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系统语法Ⅱ

课程代码：3.142.0022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Systematic Grammar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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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对已学语法知识的系统化学习，提高学生分析语

言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正确地用词造句。

课程名称：意大利语会话Ⅱ

课程代码：3.143.0012

英文课程名称：Italian Conversatio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实习实践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生活中各种领域和各种环境中的意大利语

会话表达方式，将所学的意大利语语法知识灵活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用正确的语音、语调和语法来

表达自己，并简单了解意大利的习俗、文化。

课程名称：希腊语会话Ⅱ

课程代码：3.144.0162

英文课程名称：Greek Conversatio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基本教学内容是日常生活用语会话以及各主题会话，要求学生学会

举一反三，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言语与人交往，从而提高语言的实践性，为今后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本课程教学以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教师对话为主，教师讲评为辅。

课程名称：拉美文学史

课程代码：3.141.011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Latin-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传授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基础知识，指导阅读相关国家名著，使学

生了解西班牙语美洲各国的文学概貌，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分析能力。通过对各个

时期主要作家、代表作品以及流派渊源和特点的介绍和分析，使学生对拉美文学的概况有全面的了

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欣赏拉美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能力，使他们通过作品了解当地的社会历史、

思想流变和文学特色，扩大知识面。此外，本课程的文学鉴赏是建立在比较文学和跨学科分析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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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力争加强学生的综合鉴赏能力，扩大学生在社会学、神话学、民俗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

的知识储备，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应用文

课程代码：3.141.013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Practical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西班牙语应用文知识，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西

语应用文各种体裁的写作格式和规范，提高学生应用文实际写作能力，为今后工作打下良好扎实的

基础。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听力Ⅰ

课程代码：3.141.018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Listen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收听西班牙语国家对外广播电台的广播录音和电视节目实录，

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听力强化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和对广播语言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则丰富

学生的西语词汇量，增进对西班牙语国家的社会现状、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了解。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3.141.022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5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西语口语表达知识，对学生进行反复严格的口语

表达训练，提高其会话、尤其是初级交际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口译

课程代码：3.141.023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Interpre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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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具有相当程度的西班牙语水平，即学生在口头表

达能力和耳听会意能力，达到可以同西班牙语为本族语人士进行一般交谈的水平。通过训练，不断

提高和完善学生的口译能力涉及其对两种语言之间言语符号的转换技能和对各项交际技能综合运

用的能力。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会话Ⅰ

课程代码：3.141.027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Convers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西语口语表达知识，对学生进行反复严格的口语

表达训练，提高其会话、尤其是初级交际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西班牙语应用文

课程代码：3.141.0321

英文课程名称：Spanish Practical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传授西班牙语应用文知识，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西

语应用文各种体裁的写作格式和规范，提高学生应用文实际写作能力，为今后工作打下良好扎实的

基础。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

课程代码：3.141.0371

英文课程名称：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现代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

握市场营销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营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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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的基本能力；熟悉我国有关市场营销的方针、政策与法规及了解国际市场营销的惯例和规则。

本课程由西班牙外教全程课程。

课程名称：财务管理原理

课程代码：3.141.0381

英文课程名称：Financi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西班牙语财务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对学生进行财务管理方法与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财务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由西班牙外教全程课程。

课程名称：战略管理基础

课程代码：3.141.0401

英文课程名称：Strategic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战略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以解决企业战略的一般性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具备国际化视野、战略思维、战略决策与运作能力；

提高学生的战略管理素养。本课程由西班牙外教全程课程。

课程名称：经济与商务环境

课程代码：3.141.0421

英文课程名称：Economy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6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西班牙语专业（企业管理）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拥有介入经济信息的能力，并且在相关商务决策

活动中利用经济分析能力做出有效预测；让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经济学原理，更好理解组织管理中的

专业知识。本课程由西班牙外教全程课程。

课程名称：葡萄牙文学史

课程代码：3.142.003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Portugu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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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目的是讲授有关葡萄牙文学史的基础知识，通过对主要作家、代

表作品以及流派特点的介绍和分析，使学生对葡萄牙文学的概貌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

生欣赏葡萄牙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能力，使他们通过作品了解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扩大知识面。

课程名称：葡萄牙语阅读Ⅰ

课程代码：3.142.0091

英文课程名称：Portuguese Read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葡萄牙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大量阅读各类文学作品、政治、经济、历史、文

化、社会、科技诸方面的文章，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和词汇量，提高阅读速度和语言理解能力。

课程名称：意大利语句法

课程代码：3.143.0031

英文课程名称：Italian Grammar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系统地讲授意大利语句法知识， 巩固已学过的各种语法现象，促

进学生对意大利语语言的掌握和运用。通过基础意大利语的学习，对意大利语语法知识有较好的了

解和掌握。

课程名称：意大利文学作品选读

课程代码：3.143.004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Italian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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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阅读和分析十九世纪以来的意大利文学作品，培

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意大利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促进学生语言

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

课程名称：专题系列讲座Ⅰ

课程代码：3.143.0141

英文课程名称：Lecture Series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意大利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转合方向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以系列讲座的形式扩大学生对于意大利文化各个层面

的了解，按照历史进程，从各个维度让学生把握意大利各种文化现象，以及其中的历史背景知识，

同时对于艺术、社会、军事等各个层面都有涉猎，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让学生能够对意大利各种

文化因素有深入理解，提升自身文化素质，提高阅读相关类别文献的能力，为今后利用外语工具从

事对外交流、国际合作、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

课程名称：希腊现代文学史

课程代码：3.144.010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Modern Greek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目的是讲授有关希腊现代文学史的基础知识，通过介绍自十世纪

以来希腊现代文学中的主要作家、作品、流派、文学现象及其影响，讲述作品的思想意识及其风格

特征，使学生对希腊现代文学的概貌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欣赏希腊现代文学作品的

兴趣和能力，使他们通过作品了解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扩大知识面。本课程采用讲课与阅读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课前课后学生阅读有关教材内容，并以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课程名称：希腊现代文学作品选读Ⅰ

课程代码：3.144.013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Modern Greek Literatur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希腊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讲授有关希腊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包括民歌、诗歌、小说、散文

等多种文学形式，通过对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进行详细分析和解读，使学生对希腊现代文学有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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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欣赏希腊现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能力，使他们通过阅读作品对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有更感性的认识，扩大知识面。本课程采用讲课与阅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前课后

学生阅读有关教材内容，并以讨论等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课程名称：荷兰语电台听力

课程代码：3.145.0091

英文课程名称：Dutch Broadcast Listen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荷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通过收听荷兰语国家对外广播电台的广播录音和电视节目实录，一

方面对学生进行听力强化训练，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和对广播语言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则丰富学

生的荷兰语词汇量，增进对荷兰语国家的社会现状、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了解。

课程名称：跨文化交际Ⅰ

课程代码：3.145.011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Ⅰ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荷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主要在分析和实际运用中介绍跨文化交流的一般理论和规则，介绍

不同文化的特点和交际类型，分析文化冲突的原因。课程内容主要涉及语言， 文化和跨文化交际

的话题。该课程有助于增强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以及对不同文化欣赏能力。

课程名称：荷兰文学史Ⅱ

课程代码：3.145.0122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Dutch Literature Ⅱ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1

开课院系：西方语系

授课对象：荷兰语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方向课程，其目的是讲授有关荷兰文学史的基础知识，通过介绍自 17 世纪以

来荷兰文学中的主要作家、作品、流派、文学现象及其影响，讲述作品的思想意识及其风格特征，

使学生对荷兰文学的概貌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欣赏荷兰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能力。本

课程采用讲课与阅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课前课后学生阅读有关教材内容，并以讨论等形式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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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媒介创新

课程代码：2.081.0028

英文课程名称：Media Creativit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分析各个媒介细分领域的基本特征、主要类型，发展趋势，并实例进行分析，并结

合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案例分析，实践参观等研究方法，指导学生对媒介各个细分领域的创新进

行深度分析，从而从更深层次了解当前时代下的媒介创新活动。

通过对于本课程的学习，专业学生可以提升自己对于媒体创新的认识，并提高各个媒体营销策

划的水平。

课程名称：网络传播

课程代码：2.082.0111

英文课程名称：Online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的讲授，首先使学生掌握网络传播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此为基础，课程注重考

察网络传播的最新问题，包括数字时代的城市、劳动与大众文化等问题。课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运

用网络传播的理论描述、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课程尤其重视培养学生对新媒体与社会政治

生活、文化心理的关系，尤其是新媒体与人类交往方式的关系的理解能力。

课程名称：中国新闻传播史

课程代码：2.082.019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系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系统介绍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基础知识，介绍中国新

闻传播历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及相关的历史人物。通过相对系统和专题的讲授和学习，

使学生能够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同时掌握历史尤其是新闻传播史思考方法。

课程名称：视听语言

课程代码：2.083.0151

英文课程名称：Audio-Visu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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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专业二年级核心课、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平台课

课程简介：

视听语言的教学从了解影像的表达方式入手，通过分析影像语言的基本要素和结构特点，培养

视听思维，使学生掌握各类影像的造型功能和作用，进而建立用影像语言表达思想的意识。要求学

生在掌握电视影像表达的技术和操作的基础上，能够正确地运用影像语言进行传播和沟通；能够运

用所学的影像表现手段解读电视和电影作品；并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微视频的拍摄与剪辑工作。

课程名称：中文媒介写作

课程代码：3.082.0144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Writ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新闻写作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同时加强学生新闻写作训练，提高学生新

闻写作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写作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数字界面设计

课程代码：3.082.0146

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UI Desig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新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以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对数字界面设计以及相关知识（如：用户体验设计、交互设计等）

进行学习。

课程名称：数据分析编程

课程代码：3.082.0147

英文课程名称：Data Analysis with Coding (Python 3.x)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课程简介：

理解 Python 的编程模式（命令式编程、函数式编程），熟练运用 Python 运算符、内置函数以

及列表、元组、字典、集合等基本数据类型和相关列表推导式、切片等特性来解决实际问题，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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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Python 分支结构、循环结构、函数设计以及类的设计与使用，熟练使用字符串方法，适当了

解正则表达式，熟练使用 Python 读写文本文件等，了解基础框架、标准库、代码优化与安全编程

规范。掌握爬虫及抓取分析基础知识。

课程名称：广播电视写作

课程代码：3.082.0149

英文课程名称：Broadcast Writ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广播电视写作是新闻传播大类学生的选修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广播电视媒体写作技能为目的。

本课程关注各类题材的写作；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各种教学实践活动，如优秀作品赏析和写作练习

等方式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使学生不仅熟悉写作的基本原则，更能掌握写作实践的方法与技巧，

为媒体培养应用型人才。

课程名称：广告媒介策划

课程代码：3.082.0153

英文课程名称：Advertising Media Plann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教育技术学专业、广播电视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广告媒介的演变历史，对媒介的深层内涵进行探讨，并理解

广告媒介策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对广告媒介策划在整个广告策划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掌握。

本课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和案例教学方法，深化了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并对广告媒介策划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步骤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和就业打好基础。

课程名称：色彩设计

课程代码：3.082.0154

英文课程名称：Color Desig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色彩设计是针对非艺术类的学生进行的授课内容。鉴于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性质以及文理科生

的特点，本课程的开设主要是培养新闻传播学生形成一定的审美意识，增强他们的审美素养，通过

对于图形以及色彩的基本了解对今后的 ppt 的制作奠定一定的审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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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传播心理学

课程代码：3.082.0471

英文课程名称：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使学生掌握与新闻传播实践密切相关的心理学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明确新闻工作

者的所必需的心理素质，了解受众的心理特性，从较深的心理层面领会传播的实质和特性。

课程名称：媒介社会学

课程代码：3.082.0781

英文课程名称：Media Sociolog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主要对新媒体时代媒介现象的做社会学解读，具体内容包括媒介传播与社会体系、媒介与社会

的相关理论、影响媒介内容的社会要素、新媒体文化现象批判等。 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新

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媒介与人类社会的适应和反作用关系。

课程名称：电视新闻报道

课程代码：3.082.0822

英文课程名称：TV News Report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和实践，掌握电视新闻的采访报道编辑技巧，具备制作电视短消息的能力，

初步具备制作小型电视深度报道的能力。

课程名称：双语主持与新闻现场报道

课程代码：3.083.0461

英文课程名称：Bilingual Hosting and Spot News Report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全校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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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握跟电视主持与现场报道相关的各种因素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电视节目语境对主持和现

场报道语体的基本要求；分析各类不同节目主持的语体特征和艺术风格，初步掌握各类节目的主持

能力和对整个节目的驾驭能力；培养和训练用双语进行新闻现场报道的能力，初步掌握新闻直播报

道的技巧和能力；探求提高电视主持和新闻现场报道水平的途径和方法。

课程名称：广告经营与管理

课程代码：3.084.0131

英文课程名称：Advertising Management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从广告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广告市场的构成和运行机制说起，介绍广告管理的职能和国

内外广告管理的概况，以广告代理公司、企业广告部门、媒介广告部门的广告经营管理为中心，多

角度、多层次地对广告经营与管理中的策略和实务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注意培养学生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广告经营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开展广告经营与管理实务运作的能力。

课程名称：跨文化营销与广告

课程代码：3.084.0622

英文课程名称：Cross-culture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广播电视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开设跨文化营销与广告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了解现代跨文化广告与营销前沿理论问题与实务技

能，了解跨文化传播在国际广告产业的运作模式与发展趋势。通过跨文化营销与广告这一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以下内容：跨文化营销与广告的基本内涵、定义、基本要素；跨文化营销与跨文

化广告的发展历史与现实概括；营销与广告的关系及其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跨文化营

销与广告的基本模式与传播方式。

课程名称：媒介与社会

课程代码：2.081.0012

英文课程名称：Media and Societ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理性地认识媒介。该课程主要介绍媒介及其社会影响。课程不仅讨

论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还讨论具有深刻社会影响的手机和游戏。课程将从传播学的视角讨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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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性信息与非新闻性信息的传播与影响，讨论话题涉及新闻媒介、媒介经济以及相关理论。课

程紧跟时代，反应当今快速发展的媒体及带来的社会影响。

课程名称：视觉艺术与技术

课程代码：2.081.0013

英文课程名称：Visual Art and Technolog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赏析和实践了解摄影技术；掌握构图、色调与光线等视觉美学的效应和意义；熟悉摄影作

为一种视觉语言的修辞与表达方式，理解图像和文字、声音以及音乐能怎样互相协作互补，以达到

最佳表达效果。在期末，每位学生将独立完成一个图片故事，了解从报选题、前期调研到拍摄和编

辑的整个过程，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围绕选题的原因［社会原因／个人原因］；目标受众；视

觉参考与故事的关系；为什么选择这种风格；最终呈现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这五个方面撰写 2000 字

以上自我评估式小论文，培养研究能力以及思辨能力。

课程名称：新闻传播基础实践Ⅰ

课程代码：2.081.9007

英文课程名称：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asic Practice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有效的实践项目教学是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配合沟通、创新精神，以及提升整体教

学质量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学院为实现学生多元实践能力的培养，常设十多种实

践项目供学生选择。

课程名称：专业综合实践Ⅳ

课程代码：2.081.9134

英文课程名称：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Practice Ⅳ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有效的实践项目教学是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配合沟通、创新精神，以及提升整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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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学院为实现学生多元实践能力的培养，常设十多种实

践项目供学生选择。

课程名称：新闻传播专业实践Ⅰ

课程代码：2.081.9003

英文课程名称：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asic Practice I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有效的实践项目教学是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配合沟通、创新精神，以及提升整体教

学质量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学院为实现学生多元实践能力的培养，常设十多种实

践项目供学生选择。

课程名称：学校公共服务实践

课程代码：2.081.9121

英文课程名称：College Public Service Practice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1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为培育学生公共服务精神，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和学院的服务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学院推行学生

公共服务体系，学生参与完成校学院工作中与其专业能力有关的任务，如活动的文字报道、文字翻

译、摄影摄像、活动策划、活动组织、宣传推广等。

课程名称：专业综合实践Ⅴ

课程代码：2.081.9135

英文课程名称：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Practice Ⅴ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有效的实践项目教学是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配合沟通、创新精神，以及提升整体教

学质量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学院为实现学生多元实践能力的培养，常设十多种实

践项目供学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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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教学实践

课程代码：2.082.9062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ship Program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专业实习是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一种教学

手段，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和发展。通过专业实习，培养学生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方法；

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适应社会的能力；增强学生职业意识、专业理念、实践操作能

力和勤奋劳动观点；提高学生政策观念、政治素养和党性原则；扩大学生的视野，巩固所学理论知

识。

课程名称：媒介融合实践（1）

课程代码：2.082.9083

英文课程名称：Practice for Media Convergence (1)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对学生进行编译、可视化、视频等新闻实训，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网为平台发布媒介融合作

品。

课程名称：广告综合项目实践 IV

课程代码：2.084.9064

英文课程名称：Practicum and Project in Advertising IV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有效的实践项目教学是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学院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配合沟通、创新精神，以及提升整体教

学质量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目前学院为实现学生多元实践能力的培养，常设十多种实

践项目供学生选择。

课程名称：网络与新媒体综合实践Ⅳ

课程代码：2.085.9054

英文课程名称：Network and New Media Comprehensive Practice Ⅳ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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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课程简介：

利用我校的电视台和网络电视台的平台资源进行直播实践，网络视频策划、制作，节目上线宣

传，收视分析等综合实践，提供实习机会组织校外参观学习，提升综合业务素养。

课程名称：跨文化沟通

课程代码：2.081.0015

英文课程名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让大学生接触最基本的心理学概念、跨文化语境和议题，提高自我认知水平、促进

跨文化理解并提升个人跨文化能力。该课程有利于学生未来在学术和商务领域的个人发展和有效交

际：1）了解中国文化、培养文化自信、助推未来事业成功。2）增强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跨文化意识

和敏感性。3） 提高观察力、理解力、同理心，更好地适应未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职业环境。4）

提升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以及英语的综合英语能力。

课程名称：传播与心理

课程代码：2.081.0018

英文课程名称：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与新闻传播实践密切相关的心理学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规

律，明确新闻工作者的所必需的心理素质，了解受众的心理特性，从较深的心理层面领会传播的实

质和特性。最终，这门课程的学习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理论、规律、知识、

方法来分析新闻主体（特别是受众）的心理和行为；第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素质。

课程名称：统计学基础

课程代码：2.081.0020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Statistics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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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讲授统计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统计学的基本术语，概念。学习使用基

本的统计学软件（SPSS）分析数据（主要为描述性统计学）。掌握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定量研究的研

究方法及基本的实验设计思路。

课程名称：大众传播学

课程代码：3.084.0571

英文课程名称：Mass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大类平台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这门课程对大众传播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和基本原

理，对大众传播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增进他们对大众传媒运作规律的了解，并在实践中加以

验证和运用。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基本概念、大众传媒的发生和发展、传播的自

由和控制、大众传播的内容、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以及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等。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081.0571

英文课程名称：Integrated English Course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在相关工作

领域运用英语。一年级英语教学课程主要属于英语专业技能课程，培养听、说、读、写、译等各项

技能。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081.058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传播学院所有专业学生英语学习基础阶段的一门必修课，旨在通过严格的、专门

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听力技巧，达到具有中等水平的听力理解能力；能够抓住中心大意，理解

主要内容；并能够听懂类似 VOA 和 BBC 的新闻和文化节目；并能就所听的内容进行连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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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语音

课程代码：2.082.0085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Pronunciation

课程类别：英语基础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英语语音课，教师会利用基础英语课上学生在语音方面表现出来在发音、语音、音调、语流、

停顿、语音辨析、音标识别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或者学生就语音方面提出的疑问，利用课外时间对

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有针对性的辅导学习。辅导主要包括为学生纠音，强化语音训练，同时也帮助解

答学生有关语言、音标等方面的疑问。同时，教师还会利用早读时间鼓励督促学生进行诵读，帮助

学生纠音。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Ⅲ

课程代码：2.081.0573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基础英语 II 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进一步提升英语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加深对于

英语国家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和思辨，进一步开拓他们的思维、展开他们的视角，为进入高

年级的学习进一步夯实英语语言功底和思维基础。本课程以课文的文本解读为切入点，通过引导学

生对课文遣词造句、逻辑架构、布局谋篇的解读和学习，加强对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

言技能的训练，强化对基础语法和词汇的熟练掌握和恰当应用，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和沟通

的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081.058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1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有声及视听材料，经过严格的、专门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听力技巧，在听力

理解能力方面得到提高的同时达到中等听力理解水平，并能就所听的内容进行连贯表达。听力理解

始终是一个积极思维的过程。通过此课程的训练，使学生克服影响听力理解的心理障碍，养成积极

主动去听的良好听力练习习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提倡学生运用原有的各方面知识来提高听力

理解能力。由于课时较少，故提倡课堂教学与课外自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204



课程名称：英语语法与写作

课程代码：2.081.060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Grammar and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正确理解和掌握英语语法的重要知识点和写作的基础知识和技

巧。 因课时较短，所以本课程是在结合基础英语 III 的教学进度及语法知识点，辅以《新编语法

教程》的相关章节，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的交叉融合式教学。主要通过选词、造句、段落写

作和篇章写作四个层次技能的综合训练，提高学生的词汇运用能力、有效语句表达能力、篇章连贯

和衔接能力，最终使学生能写出符合英语专业四级考试要求的短文。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081.061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高级英语是基础阶段的综合英语课程在高层次上的延续。 本课程教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

语言知识水平和实践运用能力，掌握英语学习高级阶段的听、说、读、写、译技能。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Ⅰ

课程代码：2.082.0083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定位是培养新闻学专业学生以中国媒体为平台进行英文对外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能力。

课程采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理解英语对外新闻报道的意义、理念和的基础上，培

养学生英文对外报道的选题策划和采访技能和跨文化受众意识，掌握标准的英语新闻写作规范，具

备采访和写作客观、公正、平衡和有一定深度的英语对外新闻的能力，善于通过英语新闻讲述中国

故事。

课程名称：广播电视写作

课程代码：2.082.0087

英文课程名称：Broadcast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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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广播电视写作是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广播电视媒体写作技能为目

的。本课程关注各类题材的写作；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各种教学实践活动，如优秀作品赏析和写作

练习等方式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使学生不仅熟悉写作的基本原则，更能掌握写作实践的方法与技

巧，为媒体培养应用型人才。

课程名称：数字界面设计

课程代码：2.082.0090

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UI Desig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以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对数字界面设计以及相关知识（如：用户体验设计、交互设计等）

进行学习。

课程名称：新闻英语文体学

课程代码：2.082.0101

英文课程名称：Style of Journalistic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国际新闻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学位课程，旨在使学生在

消化吸收新闻采、写、编基本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熟悉当代新闻英语文体特征、分析新闻语言的

典型现象、常见问题及其应对对策。主要内容包括：新闻英语文体特点；如何使新闻语言更具“新

闻味”；新闻写作中数字运用的艺术；广电新闻稿与纸媒新闻稿的文体差异；灾害新闻报道的写作

角度/重点；……

课程名称：英语特写采访与写作Ⅰ

课程代码：2.082.012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Feature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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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英语特写采访与写作在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在大量的阅读、实地采访、和写作训练过程中逐步理解并掌握英语特写这

一常见新闻文体的基本特点，熟练掌握不同类别英语特写文章的采访调研技巧和写作能力。学生将

能够独立完成较长篇幅的英语特写采访与写作。

课程名称：英语新闻评论

课程代码：2.082.047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Editorial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采写编评是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本课程属于新闻学基础课程，面向新闻传播学院三年

级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本课程的主要目标就是讲授新闻评论写作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评

论写作基础理论，把握不同类型的评论写作规律和技巧，养成良好的评论写作思维，培养具有较强

实际写作能力和较高人文素质的合格新闻传播人才。本课程的设计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环节。理论

部分尝试让学生对新闻评论的特点、结构、规律以及中西方新闻评论的不同特点有整体的把握，加

深他们对新闻评论的认识。实践环节主要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培养学生评论写作的兴趣、能力，具

备评论写作的基本功。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课程代码：2.082.0481

英文课程名称：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新闻学基础理论课程。授课对象是本科生。本课程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的产生、发展和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属性、党性、舆论引导、新闻自由等基

本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课程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教学，让学生基本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

传播理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课程名称：新闻道德与法规

课程代码：2.082.0491

英文课程名称：Press Law and Eth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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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将理解并掌握我国新闻道德规范要求和管理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法规纲要，并得以完善其

新闻学知识架构。本课程将培养学生的新闻道德素养和新闻法律和法治意识，使学生不但具有新闻

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新闻道德素养和新闻法治观念。

课程名称：纪实电视

课程代码：2.083.0431

英文课程名称：Factual TV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结合相关前沿话题及国内外案例，系统介绍国内外纪实电视的种类、发展历史、现状，以及基

本策划制作技巧。

课程名称：广告创意与表现

课程代码：2.084.0461

英文课程名称：Advertising Creativity and Present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立足经典媒介理论，从社会、文化、技术，以及政策等多角度解析传媒产业所经历的变迁及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

课程名称：广告策划与 CIS

课程代码：2.084.0641

英文课程名称：Advertising Planning and CI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广告学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是根据广告活动过程及其内在规律，

以指导广告活动科学有序进行和提高广告活动效果的一门独立学科，是在广告学发展的基础上游离

出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是广告学的核心和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

广告策划与创意的基本方法，理解广告策划的基本概念、特点、内容、原则，学会创造性地开展广

告活动。它将为《广告文案写作》课程以及广告设计制作类课程的学习提供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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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课程代码：2.084.0651

英文课程名称：Academic Writing Workshop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四年级

课程简介：

1. 了解新闻传播领域论文学术写作的基本方法。

2. 熟悉学校图书馆的基本文献搜索功能，能够根据自己选择的题目进行相关的数据库选择，

完

成文献搜索。

3. 能够阅读，理解新闻传播学以及广告学的学术文献，熟悉学术引用的规范。

4. 能够根据自己选择的题目进行以本科毕业论文为目标的学术写作。

课程名称：媒体道德与法规

课程代码：2.085.0061

英文课程名称：Media Law and Eth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将理解并掌握我国媒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管理我国媒体以及其传播活动的相关媒体法规纲要，

并得以完善其学科知识架构。本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媒体道德素养和媒体法律和法治意识，使学生不

但具有相关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作为媒体人的道德素养和新闻法治

观念。

课程名称：融合新闻报道

课程代码：2.085.0091

英文课程名称：Convergence Journalism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掌握融媒体时代融合新闻报道的理念和技巧，理解融合新闻报道与传统新闻报道的区别，

既掌握各种不同报道和传播手段， 又能在整体策划思路下综合运用形成报道整体。

课程名称：数字出版创意与策划

课程代码：2.08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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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Publishing Creation and Plann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紧密围绕数字融合出版领域当前的主要理论与实践活动，核心教学内容覆盖数字出版的

发展趋势与动态，数字出版技术基础，数字产品的策划与运营技术三大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可帮助网络新媒体专业学生了解数字出版行业实践前沿，理解数字出版的基本概念、基本技术、基

本形态、基本发展脉络和趋势，初步掌握融合应用各种网络新媒体的能力。

课程名称：数字化营销

课程代码：2.085.0141

英文课程名称：Digital 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数字营销是使用数字传播渠道来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从而以一种及时，相关，定制化和节

省成本的方式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本课程帮助学生理解数字营销的概念，掌握数字营销的理论，了

解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商业中的实际运用，并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课程名称：新闻编译

课程代码：3.082.0251

英文课程名称：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第 6 学期）开设的一门理

论与应用相结合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旨在使学生在消化吸收新闻学和翻译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熟悉当代新闻英语、分析新闻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问题及其翻译对策。主要内容包括：新

闻翻译的基本要求；新闻标题的理解与翻译；语篇翻译中的译技梳理；时尚热点新词互译等。

课程名称：电视画面编辑

课程代码：2.083.0041

英文课程名称：TV Picture E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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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全面了解电视编辑的基本工作流程和步骤，学习、认识和掌握画面编辑原理对提高节目质量、

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作用，了解电视语言特点及其对节目编辑的影响；认识镜头语言的组合特点及

原理，熟悉视听思维方式；熟悉和掌握各种剪辑技巧和方法，能够独立完成一部影视作品的后期剪

辑工作。

课程名称：电视摄像

课程代码：2.083.0072

英文课程名称：Video Bas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围绕编导应具有的视频创作思维进行讲解，从视频摄影的基本原理入手，以经典影视片

段分析及实践创作为教学方式，让学生可以在理论学习和实际拍摄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身的创作

思维能力、理解相关影像的拍摄方式，进而可以准确表达出自身的创作意图。

课程名称：影视动画制作

课程代码：3.081.0531

英文课程名称：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Anim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影视动画制作是一门对学习者在动画专业领域进行启蒙的课程，学习内容分为动画概论和

FLASH 动画制作实践两个部分。通过学习理论知识和动画制作实践，学习者将对动画的产生、发展、

分类、风格流派、动画电影的基本原理、动画电影的摄制过程以及关于运动规律的一些基本概念有

一定的理解和认识；Flash 动画制作实践能够让学习者在熟练掌握 Flash 软件基础运用的基础上，

运用渐变、形变、遮罩、3D 工具、骨骼工具、补间动画等技术，将自己的动画创意和设想付诸实施，

创作简单的动画作品。

课程名称：新闻策划与编辑

课程代码：3.082.0142

英文课程名称：News Planning and Ed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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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策划与编辑是一门融新闻策划、编辑理论与编辑实务为一体的课程。在新闻策划部分，将

着重讲述新闻策划的概念、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的区别、新闻策划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讲授新闻编辑的理论与实务，为学生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媒体编辑作准备。课程将从编辑方针与编

辑策划、组稿选稿改稿、版面设计、图片编辑等方面进行讲授，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同时在课堂上

对方正飞腾报纸编辑系统进行讲解，要求学生通过课后练习掌握编辑技能。

课程名称：媒介道德与法规

课程代码：3.082.0143

英文课程名称：Media Law and Eth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将理解并掌握我国媒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管理我国媒体以及其传播活动的相关媒体法规纲要，

并得以完善其学科知识架构。本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媒体道德素养和媒体法律和法治意识，使学生不

但具有相关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作为媒体人的道德素养和新闻法治

观念。

课程名称：网站搭建与数据库建设

课程代码：3.082.0148

英文课程名称：Databa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网络新媒体专业的选修课程，是一门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设计和管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管理的基本

操作、数据库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数据库及其应用的基础知识，

了解数据库的设计与维护的基本方法等。

课程名称：世界广播电视事业

课程代码：3.082.0150

英文课程名称：Foreign Broadcasting Industr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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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针对学生现有知识结构中的这一缺失，旨在全面系统得介绍世界各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起

源、发展以及现状，并探讨它们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课程内容不仅包括对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

广电事业现状的评析，更涵盖了广电事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在当地政治文化生活中以及

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课程名称：广告调查与效果评估

课程代码：3.082.0152

英文课程名称：Advertising Research and Effect Evalu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通过系统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了解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营销调查与广告调查的特点、

规律，掌握市场营销调查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对实际的

相关营销管理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市场分析评价，从而为营销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达到使学生

为今后的实际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培养基本技能的教学目的。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Ⅰ

课程代码：3.082.0176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定位是培养新闻学专业学生以中国媒体为平台进行英文对外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能力。

本课程采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理解英语对外新闻报道的意义、理念和的基础上，

培养学生英文对外报道的选题策划和采访技能和跨文化受众意识，掌握标准的英语新闻写作规范，

具备采访和写作客观、公正、平衡和有一定深度的英语对外新闻的能力，善于通过英语新闻讲述中

国故事。

课程名称：政治传播

课程代码：3.082.065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新闻学三年级

课程简介：

政治传播学是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它是对政治传播现象的总结和政治传播规律的探索

和运用，它包括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本质及技巧等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竞选、政治修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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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政治营销、政治运动与媒体等主要内容，具有明显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课程结合当前国内外

的政治传播学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全球化时代全球政治传播的最新实践案例讨论帮助学生掌握政治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分析现实政治传播的策略和技巧，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良好

的基础。

课程名称：传播学研究方法

课程代码：3.083.0351

英文课程名称：Research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为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今后的工作做准备，

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培养学生系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实践活动，使学生具

备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能力，从而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解。

课程名称：影视批评

课程代码：3.083.0561

英文课程名称：Film and TV Criticism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影视批评是广播电视相关学科的选修课程，旨在系统介绍影视理论的基本知识，关注影视批评

理论的重要思想、观点及方法，并将其灵活运用到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实践活动中。

课程名称：外国广播电视事业

课程代码：3.083.0661

英文课程名称：Foreign Broadcasting Industr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针对学生现有知识结构中的这一缺失，旨在全面系统得介绍世界各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起

源、发展以及现状，并探讨它们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课程内容不仅包括对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

广电事业现状的评析，更涵盖了广电事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在当地政治文化生活中以及

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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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微电影创意与制作

课程代码：3.083.0691

英文课程名称：Dramatic Produc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从电影理论、电影历史，以及动手实践方面带领学生走进微电影——即所谓短片—

—的大门。在课堂上与课后，学生们将观看经典的电影而在课堂上师生们将一起分析其中的经典段

落和镜头。大家将在开放的课堂环境中一起学习讨论短片的拍法，共同学习进步。课后，学生将需

要完成三部短片的制作，并且在课堂上公开放映。

课程名称：高级广播电视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上）

课程代码：3.083.070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Broadcasting News Writing （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播电视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专业是广播电视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在本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课程围绕广播电视英语

新闻的文体特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一个相关知识点辅助以大量采访与写作练习。学生通过本

门课的学习，将掌握广播电视新闻的文体特点和相关理论，并掌握采访技巧，具有独立完成广播电

视英语新闻写作能力。

课程名称：外教专授课

课程代码：3.084.0421

英文课程名称：Courses Given by Foreign Professor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为了增强具有全球性的课程内容，学院每学期邀请外国专家，就新闻传播发展前沿领域进行授

课，将国外最新的媒介传播理论与实践引入课堂。

课程名称：市场营销学

课程代码：3.084.0881

英文课程名称：Mark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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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三年级

课程简介：

市场营销学是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和现代经营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一门交叉学科、应用

学与原理性学科。市场营销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中比较实用的类型，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今天，

对于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企业、公司，如果没有专业的市场营销人才，以科学、现代化的营销手段

来“做生意”，肯定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

课程名称：数据新闻报道

课程代码：3.085.0031

英文课程名称：Data Journalism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透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数据新闻诞生的社会背景、发展的历史以及最新业态，从而

对数据新闻对整个新闻业带来的影响和调整有着整体性把握。在此基础之上，掌握开展数据新闻实

践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如数据采集、分析与呈现所需运用的软件、分析方法以及在新闻报道中

运用数据的思维等。课程完成时，学生应能够独立运用相关软件和技能，完成一项数据新闻报道作

品。

课程名称：APP 制作

课程代码：3.085.0041

英文课程名称：APP Produc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行业 APP UI 设计模式；了解 Native App、 Web App 、 Hybrid APP 等

相关知识，能够基本掌握开发相关 APP 的相关编程技能，能够基本掌握设计、制作微信小程序、

Swift 基础编程。

课程名称：体育报道

课程代码：3.085.0071

英文课程名称：Sports Report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授课对象：广告学专业、广播电视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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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作为一门高年级专业方向选修课，旨在融合知识、技能和兴趣，专业化育人。《摄影技

术与艺术》、《摄像编辑技术》等课程为其先行必修课。本课程按照体育项目分组，以校园体育赛

事为主要报道对象，采用课堂讲授和赛场实战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全媒体”报道赛事和人物。本

课程致力于搭建两个平台：一、基于互联网的校内赛事节目制作和发布平台；二、校外体育媒体合

作平台。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英语）1

课程代码：2.109.001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1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0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日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第二外语（英语）1 是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英语必修课程。学生通过之前的英语

学习，应已掌握了基本的英语语音和简单的英语语法和词汇知识。此课程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对

英语语音，语法和词汇有进一步的了解，让学生接受英语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从而掌握基本的英

语正确表达技能和交流能力。课堂教学采用课本与录音录像等多媒体手段相结合的方法，适当加强

听说能力的培养，通过教与学的互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并向学生提供一定的语言文化

的背景知识。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英语）3

课程代码：2.109.001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3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日语专业二至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针对小语种学生的英语学习。 教学方法方面，督促学生提前预习和阅读课文。课

堂上精讲课文，让每位学生大声朗读，检测其对文章的理解程度，并且纠正发音和提升朗读的流利

程度。除了文本语言句式讲解，还要突出语言点和举例，文章结构分析，课文对人生的启迪。让英

语语言和文章思想内化为学生自己的储存。 课程测试分为三部分，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出勤，课堂

表现和作业情况，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希望学生从进来时不太理想的英语基础水平，通过两年的

磨练，有较大的提升， 顺利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在未来能使用作为第二外语的英语， 参

与国际文化交流，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英语）5

课程代码：2.109.0015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5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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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俄语、日语专业二至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英语流利、到位地交流信息的能力，将生动有趣的听说读

写各方面的训练和语法和词汇的学习有机结合。课程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他们

的自主学习能力，提供深入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素材，让学生能够适应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的

需要。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英语）1

课程代码：2.109.002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1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一年级

课程简介：

第二外语（英语）是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英语必修课程。本课程在学生已有的英

语基础上，通过听，说，读，写，译，强化学生的英语正确表达能力，加深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

了解，鼓励学生对西方热点问题进行积极地思考，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习惯。此课程以跨文化交际

作为教学的主旨，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内的活动，提高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练

习，使其它方面的能力都能得到均衡的提高。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英语）3

课程代码：2.109.002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3

课程类别：第二外语

学分：3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日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简介：

第二外语（英语）是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第二外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

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交流信息。第

二外语（英语）将为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培养他们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和自主学习能力，

加强他们对英语语言的熟练运用，让他们进一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习俗，提高文化素养，以适

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课程名称：言语沟通与演讲基础

课程代码：2.102.0072

英文课程名称：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the Basics of Public Speaking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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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这门针对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沟通课”（简称）是之后二年级“演讲课”与“辩论课”

的奠基性课程。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组织沟通，自我沟通以及公共沟通的能力。通过采

取教师讲座与实践性任务相结合的方式，为英专学生打好语言应用基础，学习各类沟通范式与原则，

从而更好的开展在各类公共场合的议事论事，发表个人观点的能力。是一门理论结合实践的专业必

修课。

课程名称：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课程代码：2.101.9011

英文课程名称：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课程类别：实践教育课程组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本科教学大纲规定，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包括实践教育环节，共含三门课程：社会实践与社会

调查、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该课程被设定为翻译专业实

践教育课程必修课。

大学生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是指按照高等教育目标的要求，利用暑期等相对集中的时间，大学

生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实际深入社会的教育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

活动，学会实践调查的科学方法，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

课程名称：英语语音

课程代码：2.101.003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Pronunci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英语语音课的目的是向学生系统介绍英语语音和语调的知识，使学生通过学习和练习掌握英语

的发音、语流的规律、语调的功能，基本上能正确使用英语语音和语调进行朗读、表达思想并进行

交际。本课程以教学讲解示范与学生练习为主、从听辨语音和语调能力的培养入手，将听力、发音

与口头表达三方面的训练紧密结合起来，既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又注意应用实践。

课程名称：翻译与技术

课程代码：2.102.0155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echnology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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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科翻译专业旨在培养的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需要“熟练运用翻译工具”，而互联网时代科技

的飞速发展，使得“翻译工具”的所指远远超出了词典、工具书、文字处理软件等狭义范畴，而成

为了包含电子资源、一般翻译工具、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和机器翻译工具在内的广义概念。本课程

的开设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翻译技术的特点、分类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翻译技术和工具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技术素养，为其将来从事相关职业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西方文明与西方礼仪

课程代码：3.101.0402

英文课程名称：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Etiquette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简要介绍西方国家（英美和欧洲国家为主）的日常生活礼仪和商务办公礼仪，涉及宗教节庆、

公共场合、面试接待、肢体语言、服装、宴请、旅行等诸多方面，并适当探讨礼仪背后所蕴含的文

化和历史背景。

课程名称：欧洲文化入门

课程代码：3.102.0531

英文课程名称：European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在本课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讨论和活动表达想法和意见。本课程覆盖了一系列有趣的主题，每

周讨论一个。值得强调的是，本课程将涵盖一系列非常折衷的主题，包括当前欧洲文化的趋势（如

荷兰的家庭生活和烹饪以及当今瑞典的酒文化）和历史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社会，美食，宗

教，思想和民间传说。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101.0201

英文课程名称：Essential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220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通过课上和课下的努力，以大量的人文主题阅读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能力、拓

宽知识面、打破僵化思维、培养中西文化差异意识以及跨文化意识。英语能力包括理解能力、表达

能力、词汇量、语感以及对英语国家社会和文化知识点的了解。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Ⅰ

课程代码：2.101.0205

英文课程名称：Essential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6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通过课上和课下的努力，以大量的人文主题阅读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能力、拓

宽知识面、打破僵化思维、培养中西文化差异意识以及跨文化意识。英语能力包括理解能力、表达

能力、词汇量、语感以及对英语国家社会和文化知识点的了解。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Ⅰ

课程代码：2.101.023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翻译专业基础阶段的一门必修课，旨在通过严格的、专门的训练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听力技巧，具有中等水平的听力理解能力；并能就所听的内容进行连贯表达。本

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听力技巧，基本的听力理解能力，影响听力理解的主要因素。通过有声及视听

材料，经过严格的、专门的训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听力技巧与听力理解能力方面得到提高。

课程名称：英语写作基础

课程代码：2.101.0241

英文课程名称：Preliminary English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一门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属专业必修课性质。本课程在

引导学生对英汉写作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能正确理解和掌握英语句子成分与结构以及

词汇用法，并能够按照不同要求正确使用英语句子；能正确书写便条和通知等应用文；能正确使用

标点符号。能正确理解和掌握英语段落的写作知识与技巧，并能够按照要求写出不同题材的段落；

在语篇方面，熟悉各种文体及其篇章结构，能够书写提纲，并根据提纲完成各种类型的短文。

221



课程名称：英语基础（上）（新疆生课程）

课程代码：2.101.029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A)(Courses for Xinjiang Student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8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针对一年级英语零基础的新疆生开设，每周六课时，跨度一学年。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

短时间内高强度、密集型地学习、积累和建构英语词汇、语法、阅读和写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

顺利融入二年级的常规班学习。课程选择《积极英语阅读教程》（第一册和第二册）和《新概念第

二册》为基础教材，辅以各类网络教学资源为拓展内容，根据学生程度进阶随时调整和补充。课程

要求学生课外每周记忆 150-200 个词汇量、撰写周记或命题作文、阅读自己喜爱的英语读物，以较

快的速度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语法基础（上）（新疆生课程）

课程代码：2.101.030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Grammar (A)(Courses for Xinjiang Student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英语语法基础（新疆生课程）》授课对象为经过新疆预科班学习升入大学的学生。新疆预科

生升入大学前只学习过两年英语，导致其英语基础薄弱。英语语法基础（新疆生课程）涵盖基础英

语学习阶段的主要语法项目，并适当拓展不同的语法规则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应用，从而在

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在新阶段的学习需求，为他们进一步学习英语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英语口语基础（上）（新疆生课程）

课程代码：2.101.031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Oral English (A)(Courses for Xinjiang Student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针对一年级英语零基础的新疆生开设，每周两课时，跨度一学年。口语能力与词汇、语

法、语感、听力等多方面的语言知识和能力息息相关，需要学生在这些方面并行发展和提高。针对

新疆生较为特殊的学习情况，课程在第一学期以帮助他们积累基本词汇量、建构基本语法基础为目

标和内容，要求学生反复吟诵经典词句和篇章，建立语感；在第二学期，课程融入相关视频和音频

资源，根据不同话题导入课堂内容，引导学生尝试构建简单句型进行对话练习，逐步建立“开口”

的自信心，能够用英语简单表达观点，达到交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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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基础（上）（新疆生课程）

课程代码：2.101.032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ourses for Xinjiang Student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该课程针对一年级英语零基础的新疆生开设，每周四课时，跨度一学年。听力能力与词汇、语

法、语感、口语等多方面的语言知识和能力息息相关，需要学生在这些方面并行发展和提高。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基础（上）（新疆生课程）

课程代码：2.101.0331

英文课程名称：Basic English Reading (A)(Courses for Xinjiang Students)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基础英语阅读课旨在通过大量的英语文本的阅读与赏析，帮助学生开拓自己的学习视野，丰富

学生的阅读内容，提升学生的阅读品位，培养他们用英语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基本能力与阅读习惯。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是本校英语专业的新疆班预科生。入学时，应已掌握基本的英语语音和语法

知识，并在读、听、写、说等方面受过初步的训练。

课程采用课堂教学与课外练习相结合的方法。课堂教学通过教与学的互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

地参与教学并向学生提供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课外练习主要通过提供补充材料和练习来促使学生

巩固已学的知识并且扩大他们的知识面。

教学评估将采用测试、课堂活动和课外练习相结合的方式。

课程名称：英语口语

课程代码：2.102.0063

英文课程名称：Spoken Englis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英语口语》是一门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旨在通过设计丰富多彩的口语场景，指导学生有效进

行课堂内外的英语口语操练，注重培养学生对语言知识的运用能力和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本课程

的教学内容涵盖面广，涉及英语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内容的选用上侧重语言材料的真实地

道，并大力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学生不仅能够利用英语流利准确地表达意思，同时做到

“言之有物”，从而全面提升语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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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国家概况

课程代码：2.101.0072

英文课程名称：A Survey of Majo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英语国家概况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基础阶段英美文化课程体系中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旨在

使学生对主要英语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人文地理、政治制度、社会

文化等概况具备较为系统的了解，为学生的文学、文化、翻译、语言方向的课程学习提供必备的文

化背景知识，并进一步培养其文化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其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英语人才创造

基本条件。该课程采用讲座为主的形式，辅有多媒体课件展示、课堂讨论和课外阅读。

课程名称：英语语言学导论

课程代码：2.101.0101

英文课程名称：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现代语言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最主要、

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和原则，从而加深对人类语言这一人类社会普遍现象的理性认识，并具备一

定的运用语言学理论解释语言现象、解决具体语言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的语言修养和学习语言的

能力。

课程名称：英国文学史

课程代码：2.101.0131

英文课程名称：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概述英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为学生提供英国文学发生发展整体概貌

的课程，讲授时做到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充实的史料为基础，介绍英国文学史中的重要流派、代

表作家及其作品的艺术特点与文学风格，梳理并挖掘各种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刻思想基础与文化背

景，全面展现与正确定位该文学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与美学品格。通过一个学期的讲授，使学生对

英国文学的渊源和发展以及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初步具备独立阅

读和赏析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提高其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以及人文素养，培养和检验

学生对英国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为他们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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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英语写作Ⅱ

课程代码：2.101.014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Writing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翻译专业三年级（国际公务员班）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开设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英语学院现有的写作教学课程体系。英语学院现已开设基础

英语写作、应用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已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普通写作能力教学体系。

鉴于此，本课程的开设能够使学生在完成英语专业课程时掌握必要的写作知识及技巧，具备教学大

纲所规定的写作能力。

课程名称：翻译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01.0151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五学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以英译汉为主。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是帮助学生初步了解翻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以及翻译标准，学习掌握常用的英汉翻译方法与

技巧。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首先认识到英汉两种语言在用词、结构、谋篇布局以及文化等方面

的差异，然后通过课堂上大量的例证讲解和反复的翻译练习以及课后名著的中英文版本的比对，让

学生们认识和总结英汉翻译中常见的问题和技巧，努力掌握这些翻译技巧，并不断提高技巧的应用

能力。与此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初步接触现代的翻译理念、提高翻译水平，

并逐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课程名称：口译Ⅰ

课程代码：2.101.0161

英文课程名称：Interpret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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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进行双语转换的基本技能训练课程。通过

讲授口译的工作程序和基本原理及训练的原则和方法，使学生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做到：（1）

对口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技巧有全面的了解。（2）集中精力，有效地记忆语篇意义（3）较好地掌

握交传口译的笔记技巧（4）具备良好的双语表达能力（5）较为流畅，准确地用目的语表达源语的

意思。

课程名称：口译Ⅱ

课程代码：2.101.0162

英文课程名称：Interpretation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一个学期的口译学习之后，本学期的课程教学目标为：（1）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不同口译

场合的基本处理技巧（2）养成敏捷的反应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3）更为流畅，准确地用目的语

表达源语的意思（4）初步具备口译的基本条件和素质。总之，本课程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口

译的基本技能：记忆，笔记，综述，信息的快速分析，数字转换，连贯的表达等等以及掌握不同口

译场合所需的应付策略。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Ⅱ

课程代码：2.101.0203

英文课程名称：Essential English 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二年级必修课，旨在通过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综合训练，提高

学生听说能力、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学生需进一步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速度，增强文学鉴赏能

力；培养学生归纳、总结文章主题并结合背景知识展开课堂讨论的能力；通过训练提高学生的写作

能力，提高书面表达的语言质量和准确度；具备初步的口笔头翻译能力；熟悉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

背景知识，增强人文素养。本课程的开设将对学生进行全面、严格的基本语言技能（听、说、读、

写）训练，培养他们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同时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他们的批判思

维能力和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进入更高年级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英语视听说Ⅲ

课程代码：2.101.023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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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基础阶段的一门必修课，旨在通过严格的、专门的训练使学生掌握

基本的听力技巧，达到具有中等水平的听力理解能力；能够抓住中心大意，理解主要内容；并能够

听懂类似“VOA”和 “BBC”的新闻和文化节目；并能就所听的内容进行连贯表达。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Ⅰ

课程代码：2.101.025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4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旨在通过英语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综

合训练，提高学生听力理解，即席发言、连贯表达、辩论、演讲的技巧与能力，扩大词汇量、培养

词义辨析能力，提高阅读技巧、阅读速度，培养归纳与总结主题能力，使学生具备较熟练的交际能

力。

本课程着重于加强和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但不是基础阶段综合技能训练的简单重复。听说读

写能力应该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训练，各项能力的训练相互配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听力理解

与口语训练相辅相成；口头讨论要有阅读的基础，但又能加深阅读理解；阅读为学生提供语言素材，

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是语言学习的源泉。

课程名称：英语语法理论与实践Ⅰ

课程代码：2.101.027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Grammar: Theory and Practice I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英语语言文学教学计划中是一门专业主干课程。本课程严格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

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语法知识的讲解、语法知识的应用和学生自主研读三大部分。

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英语语法体系，规范运用英语语言，培养相关的研究能力，为其

他课程（如写作、翻译等）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本课程考试形式采用笔试、论文和课堂

陈述相结合的形式。

课程名称：汉英交替口译入门

课程代码：2.102.0244

英文课程名称：Elementary Consecutive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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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翻译专业必修课，三年级上学期开设，是《英汉交替口译》的接续课程，旨在让翻译

系学生在掌握基本的理解大意并能快速归纳、记笔记和口头表达等技能基础上， 阅读中文各主题

和体裁文献后，听取汉语演讲并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译出大意，促成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

课程要求：大量相关主题内容的双语资料阅读；口头练习并录音转写；评估形式：期中和期末录音

考试。课堂资料自编。

课程名称：高级英汉互译

课程代码：2.102.0246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Transl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翻译专业三年级学生为授课对象。学生在二年级修满两学期英汉翻译、汉英翻译课的

基础上，通过本课程的修习，进一步提升翻译能力和素养。课程结合专题讲座与操练实践讲评，帮

助学生应对翻译实践中的典型问题并总结规律，了解并掌握汉英翻译文体规范，独立完成较长篇章

的翻译，提高翻译鉴赏能力，基本形成合理的翻译观。

课程名称：政治事物翻译

课程代码：2.102.0342

英文课程名称：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Affair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翻译专业高年级学生必修课。本课程的开设将使学生熟悉政治事务文本的写作特点与

翻译方法；课程将运用众多真实资料，通过讲解分析，鼓励并训练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具备细读

不同政治事务文本进而翻译的能力。同时，本课程与翻译专业其他课程关系紧密。学生完成初级翻

译课程，熟悉基本翻译技巧与具有较强双语能力的基础上，才可学习掌握政治事务翻译的知识与方

法，而能够进行不同专业领域的翻译是翻译专业学生必备的技能。本课程与其他专业领域翻译课程

共同达到这一培养目标。

课程名称：英语听说与译述

课程代码：2.102.0372

英文课程名称：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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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口译的基础入门课程，定位于高年级口译课程的预备与热身，让学生学会按照译员的

思维方式来进行听和说。通过背景知识、口译原则的讲解及课堂练习，拓宽学生们在各领域的知识

面，并且让他们做到译员的“听”，即不仅是捕捉字词细节，而更需要从大局着眼，对信息进行融

合整理、抽丝剥茧，找出主要的逻辑；以及译员的“说”，即不是单纯的字对字还原，而是在分析

整理后，将讲者想表达的意思传递给听众。

课程名称：英汉笔译基础

课程代码：2.102.0373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必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翻译专业大二年级学生为授课对象，结合专题讲座与操练实践。计划学习成果包括：

掌握英译汉的基本原则，能独立完成篇章的翻译；能在合作的基础上，提高译文水平；提高翻译批

评水平；在理论视野的帮助下，初步建成属于自己的翻译观。

课程名称：英语议论文写作

课程代码：2.101.0243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Argumentative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 是英语写作课第二阶段课程，旨在系统培养学生英

语写作能力。课程要求学生能正确掌握英语段落的写作知识与技巧，并能够按照要求写出不同体裁

的段落；能根据作文题目、提纲或图表、数据等写出各种类型的短文；能正确书写便条和通知等应

用文。

课程名称：中西翻译理论译介

课程代码：2.102.0157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四年级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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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专业必修课，主要为本科翻译专业高年级的学生开设。

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较为系统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正确的翻译理论思辨方法。学习了

这门课之后，学生能把前期所学各门翻译实践课程的内容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并为本科之后的

进一步深造做好较充分的理论准备。这就是开设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

课程名称：英语应用文写作

课程代码：3.101.0011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Practical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开设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英语学院现有的写作教学课程体系。英语学院现已开设基础

英语写作、高年级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已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写作能力教学体系。鉴

于学生在校期间及求职、工作时，因公或因私，都需要用到应用文体。鉴于此，本课程的开设可帮

助学生掌握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高的应用文体的的格式和写作要求，提高应用文写作的技能。

课程名称：英语词汇学

课程代码：3.101.0021

英文课程名称：Modern English Lexicolog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英语语言系统的“内在机制”，提高对英语词汇的辨识和应用

能力，培养对英汉词汇的观察和研究能力。课程共分为十个主题，主要涉及英语词汇的起源、发展、

变化和组织结构等特征，使学生有意识地观察现代英语的词汇来源和其本质，形成系统的词汇概念。

课堂内容以术语和例子结合的讲座为主，辅以练习、口头陈述、小组调研等多种学生自主学习活动，

并引导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碰到的词汇现象。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视听说

课程代码：3.101.011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View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课程选用一些具有思想性、想像力和独特视角的 ted 演讲视频，同时结合相关题材的影视资源，

旨在启发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思考，促使他们对某一具体领域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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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最终提交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可操作性的课题研究报告。

除个人研究外，每位同学还要与其它相关领域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协作交流，取长补短。

考试类型为笔头（TED 评论、课题总结性报告）和口头（课堂表现、TED 点评、课题总结性发言）。

课程名称：美国文学选读

课程代码：3.101.0161

英文课程名称：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美国文学选读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三、四年级）的一门实践课程，本课程的宗旨是通

过学习和研究美国文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而且可以开阔学生的人文视野，增进学生

对美国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了解。本课程旨在概述美国从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到 20 世纪末实验

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既要尽量反映美国文学的丰富内涵，又要在大量的作家作品中梳

理出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

课程名称：美国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101.0211

英文课程名称：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美国社会与文化课程对美国多元地域文化与族裔文化、政治体制、选举制度、宗教文化、历史

发展等美国社会文化生活各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学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平权行动、枪支管控、

医疗改革等当今美国社会一系列重要议题与热点问题，以美式公共论坛辩论的形式展开深入探讨，

旨在拓展学生人文知识视野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其语言驾驭能力与思辨能力，加深学生对美国社会

的理解认识与跨文化意识。

课程名称：联络陪同口译

课程代码：3.101.0351

英文课程名称：Liaison and Escort Interpre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联络陪同口译是为英语专业或翻译专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进行与外事联

络和外事接待工作相关的口译训练，覆盖迎送来宾、行程安排、商务访问、旅游接待、礼宾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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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会务、休闲娱乐、日常生活等具体场景中的口译实践。在注重实践的基础上，还将穿插相关的

口译理论知识、文化知识以及记忆理解方法的讲解。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和具备外事接

待活动中所需要的口语表达技巧与能力以及接待外宾的礼仪知识，达到外事接待活动时英汉双向口

译所需的普通交替传译水平。

课程名称：英美诗歌赏析

课程代码：3.101.0552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英语诗歌的鉴赏能力与跨文化比较分析能力，夯实文学史基础，提高英语

语言的审美能力以及文学翻译能力，提升人文素养。通过诗歌文本的学习与分析，掌握英美诗歌的

基础知识与重要概念，包括节奏与韵律，悖论、隐喻、用典等语言修辞，史诗、民谣、颂歌、十四

行诗、戏剧独白等诗歌类型等；了解英美诗歌的历史发展沿革，知晓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

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诗歌流派、诗歌运动的艺术特点；运用新批评、传记历史批评等方法进行文

本细读与赏析，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的中英诗歌比较。

课程名称：现代西方哲学经典

课程代码：3.101.0562

英文课程名称：Classics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哲学是“爱智之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抽象表达，哲学集中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和

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只有真正理解了哲学，我们才能从本质上把握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

法律、科学等一系列学说理论的基础。本课程力图沿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通过文

学文本介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著名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通过和现代

西方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对话，同学们可以较为明确地把握现代西方文化的命运和前景，深入理

解现代西方思想的特点和宗旨，这将有利于同学们更为深刻地批判性理解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

课程名称：英语公共演讲

课程代码：3.101.0571

英文课程名称：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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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本课程要求所有学生都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为多种目的发表演讲，比如介绍性，启发性，

信息性和说服性演讲。公共演讲艺术旨在帮助学生寻求个人卓越的口语; 同时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

解被称为公开演讲的重要人类活动的本质。该课程将超越一系列关于选择主题，寻找，组织和放大

材料以及准备演示的良好建议;并试图为学生提供在男性参与公共话语行为时所做选择的理由。通

过混合式教学方法（部分翻转课堂方法），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样本语音分析和案例研究，进行更多

的指导性讨论和实践批判性思维。通过三种演讲作业，学生可以在讲话中应用这些原则，并通过有

效的评估提高他们的口语，听力，写作和沟通技巧。

课程名称：西方古代文明史

课程代码：3.101.0711

英文课程名称：Ancient Western Civilization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本质上是一门历史课，但并不限于历史，还广泛涉及西方政治、社会、宗教、哲学、科

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等。学习西方文明的起源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可以拓宽视野，

从宏观上把握西方文明的发展脉络，为进一步学习其它学科和了解具体具体西方国家奠定宽厚的基

础，为深入学习和探索西方、打通中西、打通各学科提供开阔的视野，从而成为“格高志远、学贯

中外”的积极实践者。

本课程从两河文明于古埃及文明讲起，重点介绍古希腊、罗马帝国、中世纪的西欧、文艺复兴

和宗教改革。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就是西方从蒙昧到迅猛崛起甚至称霸世界的历程与必然性，目的

是让学生熟悉西方文明的演变，探索其发展规律，并进而反思对照现实、对照中国，学会用历史的

思维认识人类世界。

本课程采用英语原版课本，全英语授课，同时结合一定数量的英语音像资料，对学生的英语阅

读等方面的能力也有积极作用。

课程名称：西方戏剧经典研究

课程代码：3.101.0772

英文课程名称：Classics of Western Drama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二年级、三年级

课程简介：

戏剧是文学的三大体裁之一。西方戏剧都起源于希腊戏剧，始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是一个

整体。英语以外西方的经典戏剧作品都被翻译为英语。本课程引导学生研读、欣赏西方戏剧中最经

典的作品，介绍西方戏剧的发展及有关理论，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他们的阅读、分析能力和

人文修养。

本课程以课堂讨论为主。学生在课前熟读剧本，并了解相关知识。课堂教学主要包括重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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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难点解答和课堂讨论。每个剧本占用 4 个课时，前两个课时主要用于文本理解，后两个课时

主要讨论剧本的主题、人物、冲突、表现方式、时代背景或其它独特方面。教师引导同学讨论，让

学生在讨论中学会理解和研究喜剧的要旨，并对所选经典剧目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课程名称：英国思想史作品选读

课程代码：3.101.0831

英文课程名称：Brit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英语专业的学生全面了解英国自 16 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熟悉并理解深刻影响英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总结现代国

家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培养学生批判地接受西方人文思想的意识与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散文赏析

课程代码：3.101.0851

英文课程名称：Appreciating English Essays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该课程被设定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第五学期专业知识课程之一。

“英美散文欣赏”是以英国和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散文作品为对象来进行欣赏与分析的课

程，旨在加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英美文学以及英语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欣赏与理解优秀文

学作品的水平和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英美文学名篇赏析

课程代码：3.101.0901

英文课程名称：A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旨在通过对英美文学精彩篇什的细致分析，帮助学生提高文学涵养及

英语思维和表达能力，使他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既能陶冶情操又能夯实语言基础，以期提高他们的

人文修养和创意写作的能力。本课程理论课时共 32 学时，内容和体裁包括英美文学史上历朝历代

234



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所选材料均为完整的文本。由于课时有限，长篇小说和戏剧文本供

学生课下阅读，教师提供必要的辅导。

课程名称：西方学术传统与学术写作

课程代码：3.101.0941

英文课程名称：Western Academic Tradition and Academic Writing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专为有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大四学生设计，属专向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学生们将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学术传统、价值体系及基本原则，从而提高自己的学术写

作质量。在此基础上，学生们将继续学习和了解在西方学术环境中常见的写作任务类型、特点和形

式。通过学习西方学术性写作规范、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了解正确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从而提高

自己的学术写作能力以为将要面对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做好准备。

课程名称：西方艺术史入门

课程代码：3.101.0961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Western Art History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有多重的教学目标，首先是要向学生介绍西方艺术史的基本知识，其次是对学生进行的

基础的学术研究训练，最后是促进学生阅读经典现代英语文学作品。本课程的视野集中在现代时期，

将会向学生介绍主要的现代艺术流派和重要的艺术史概念。同时，通过设计研究课题，编订注释书

单（annotated bibliography）和撰写论文提纲，本课程还将训练学生习得基本的信息检索和学术

写作规范等初步的学术研究技能。最后，通过阅读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比对艺术家和文学家通过

不同媒介对现代性的再现，本课程还将培养学生对现代性有更加直接的感官认识。

课程名称：高级英语Ⅱ

课程代码：3.101.0971

英文课程名称：Advanced English Ⅱ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3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此课程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四年级下）的一门实践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综合英语技能，

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修辞与写作能力。本课程阅读材料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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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通过阅读和分析所选材料，扩大学生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

理解，培养他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英语阅读和写作

能力。

课程名称：英国社会与文化

课程代码：3.102.0391

英文课程名称：British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介绍英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课程，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课程从

介绍英国近现代文化开始，同时介绍古代和中世纪的社会、文化。通过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

可以了解到现当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其政治、政府、经济、宗教、教育、艺术、文学、传

媒、社会行为和通讯。此外，本课程还将探讨英国文化已近英语对世界的广泛影响，包括英国殖民

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对亚、非和拉美的影响。

课程名称：英汉语对比与翻译

课程代码：3.102.0511

英文课程名称：Contrast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英汉语对比与翻译”系翻译专业选修课程。通过英汉系统对比与翻译、英汉词汇对比与翻译、

英汉句法对比与翻译、英汉衔接及连贯对比与翻译、英汉语言差异与翻译腔等方面内容的讲授，本

课程旨在提高学习者对语言独特性及语言差异性的认识，以培养其“英语不是汉语、汉语亦非英语”

及“地道的英语、地道的汉语”两种意识；通过将上述两种意识长期运用于实践过程，使其逐渐内

化为转换意识，并最终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翻译能力。

课程名称：英汉同传互译

课程代码：3.102.0541

英文课程名称：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课程类别：专业教育课程（选修）

学分：2

开课院系：英语学院

授课对象：本院四年级

课程简介：

此课程为选修课，四年级上学期开设，是《英汉视译》的进阶提高课程，旨在让初步掌握交替

传译和视译技能的翻译系和同等学力学生初步了解并掌握同声传译的工作原理和双耳分听、顺句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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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灵活表达的技能，同时通过大量相关内容阅读，增加主题知识储备。课程要求：大量相关主题

内容的双语资料阅读；口头练习并听录音；评估形式：期中和期末录音考试。课堂资料自编。

课程名称：全媒体讯息设计与传播 (H)

课程代码：4.001.3002

英文课程名称：Multimedia Messag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H)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计算机）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专门为卓越学院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必修课，课程通过对视听语言、画面编辑、电视

采访、口语表达、多语种电视出镜和现场报道、全媒体技术、讯息设计与传播等内容的讲授以及各

项专题实践训练，旨在提高学生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媒介素养和培养学生的全媒体表达及传播能力。

课程名称：拉丁语Ⅰ (H)

课程代码：4.001.1001

英文课程名称：Latin I (H)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语言）

学分：3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阅读拉丁语作品的能力，同时为其深入学习各种现代西方语言以及文学、

历史、哲学、法律、语言学等知识打下基础。课程通过教师讲解、语言操练以及大量的原典阅读，

力图使学生在“拉丁语 I”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拉丁语虚拟语气、比较级、最高级、分词、动名词、

动形词、目的动名词等变化和用法，牢记一批基础词汇，并熟悉一些重要的修辞、格律和古典文化

知识，从而形成借助工具书阅读和分析拉丁语作品的初步能力。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代码：4.001.0002

英文课程名称：Moral Education and Basic Law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3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注重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理论、宪法及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与内

容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知识，以增强自身的思想道

德修养、提高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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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代码：4.001.0003

英文课程名称：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课程类别：通识必修（政治）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通过讲授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史历史，帮助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

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其内在规律。本课程要求学生懂得近现代中国史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

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课程名称：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 (H)

课程代码：4.002.0046

英文课程名称：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H)

课程类别：专业方向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国别区域人才实验班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新闻传播学科内所涉及到的概念界定、理论脉络和基本

理念；重点掌握新闻传播事件、行为或现象对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和互动关系，以及在全球化

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和新表现；通过课堂学习、自主讨论和范例分析等方式，学生能结合自己专业

运用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对国别区域视角下的新闻传播领域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

课程名称：翻译概论 (H)

课程代码：4.002.0019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感兴趣的本科生所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程，旨在通过翻译研究各

种翻译理论的介绍，令学生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对象、翻译的主体、影响翻译的因

素、翻译的功能、对翻译的评价以及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的精神和使命产生更为全面、系统、深刻

的认识，进而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能力。

课程名称：国别区域研究（西方）经典文献选读 (H)

课程代码：4.00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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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Reading in State and Regional Studies (Western)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国别区域人才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卓越学院多语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实验班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分析方法；引导阅读中文经典

著作，帮助学生形成对作为研究标杆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文经典著作的深刻认识。本课程采用教师讲

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撰写读书报告为主要考核形式。

课程名称：国别区域政治学研究方法 (H)

课程代码：4.002.0027

英文课程名称：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State and Regional Politics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国别区域人才实验班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形成初步的国别区域研究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并籍此从方法论角度引导

学生增加对国别区域研究基本路径的深度认知，为其在国际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内改革加

速的大背景下初步建立起国别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英语辩论 (H)

课程代码：4.002.0035

英文课程名称：How to Debate in English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英语辩论实践能力的英语语言课程，旨在整合听说读写各种基本技能，

向学生介绍辩论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用英文连贯表达、逻辑思维、推理、分析、概括等语言表达

能力，使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本课程集合了修辞学，演讲学，礼仪学，传播学

以及声乐等学科。让学生能够在不同场合实践英语辩论。

课程名称：创意写作 (H)

课程代码：4.002.0037

英文课程名称：Creative Writing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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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涵盖写作过程的所有基础知识，尤其是论文和各种类型的论文。这堂课的目的还在于

它将揭穿流行的观念，即人们是“天生的作家”而且写作不能“学习”。为此，学生将练习，而不

仅仅是写作不同类型的创作作品。对于练习而言，还有各种写作练习，有助于磨练写作能力。

课程名称：英语应用文写作 (H)

课程代码：4.002.0038

英文课程名称：English Practical Writing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专业和实践环境中使用英语。第 1部分侧重于各种形式的通信; 第 2部

分重点介绍学术和专业申请流程中经常需要的三种主要写作形式。 在整个课程中，学生将有机会

练习每一种形式，并根据情境发展他们识别，选择和利用正式或非正式风格的能力。 对于每个提

交的作业，将评估学生正确识别和利用每种实用写作的适当风格，格式，结构，短语和词汇的能力，

以及他们的写作机制（语法，标点符号，拼写和大写）。

课程名称：经典文献阅读Ⅰ (H)

课程代码：4.002.0043

英文课程名称：Classical Literature Reading I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十九世纪英

国自由主义在道德观、义务观、社会组织理念、价值观等方面的比照分析。同时在这个碎片化阅读

的时代训练你们研读富有思想深度的长篇著作的能力和耐性。

课程名称：外交外事管理概论 (H)

课程代码：4.002.0047

英文课程名称：Introduction to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外交外事人才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初步建立起有关外交外事管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并借助理论与实践案例

的结合分析，引导学生增加对国际事务中的不同外交思想、外交理论、外交实践的深度认知，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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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形成理性、客观的国际知

识和娴熟、有效的国际交往能力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课程通过教师讲解以及互动讨论，力图使学

生增进对外交学和外事管理相关作品的深入理解，从中汲取方法论等方面的知识养分，从而形成外

交外事的研究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

课程名称：人文阅读Ⅲ

课程代码：4.002.0049

英文课程名称：Readings in the Humanities II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文化差异意识、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课程名称：西方哲学思想 (H)

课程代码：4.002.0051

英文课程名称：Western Philosophy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3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培养学生阅读英语哲学文本的

能力，同时为其探讨西方历史与社会文化、进入中西文化比较领域的学习打下基础。课程通过教师

讲解、课堂讨论以及大量英语文本阅读，力图使学生在已有的英语语言学习的基础上，掌握西方哲

学思想的各个发展阶段、代表性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形成一定的体会，丰富

语言学习的人文内涵。

课程名称：国际政治经济学 (H)

课程代码：4.002.0052

英文课程名称：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迷人而重要的领域，它结合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和贸易，金融

和发展研究的主题和技术。 它使用上述领域的分析模式，以了解各国如何产生，交易和分配财富。

它还关注政治和公共政策对地球上 70 亿人的经济生活的影响。 相反，人民和国家的经济活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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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际政治？ 最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尽管世界上有丰富的财富和资源，为什么贫困仍然存在？

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减少贫富差距，并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课程名称：新闻编译 (H)

课程代码：4.002.0053

英文课程名称：Journalism Editing and Translation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为卓越学院学生开设的一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专业课程，旨在使学生在消化吸收翻

译学、语言学和新闻学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熟悉当代新闻英语、分析新闻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各种

现象、问题及其翻译对策。本课程的教学目的立足于夯实学生的英语新闻业务的基本功，通过梳理

英语新闻语篇中的诸多表述与理解，使学生比较系统和深入地了解新闻编译的特定和原则，拓展新

闻编译的技能和知识。

课程名称：全球治理 (H)

课程代码：4.002.0054

英文课程名称：Global Governance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二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当代主要全球治理议题的特征，并提供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课程采

取教师讲授、学生参与讨论以及模拟国际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全球治理路径的优势与

不足，理解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治理领域的现状，并在模拟谈判的过程中培养合作的精神。

课程名称：人文阅读Ⅰ

课程代码：4.002.0055

英文课程名称：Readings in the Humanities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培养他们对人文学科，文化差异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语言技能掌握的理解。

课程名称：笔译基础Ⅰ (H)

课程代码：4.00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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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名称：Basic Translation I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三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基础的英语笔译能力，同时为其深入学习其他各种门类的专业笔译打下基

础。课程通过教师讲解、课堂练习以及课外作业，力图使学生掌握翻译的基本技能，并树立正确的

翻译理念和工作习惯，从而具备借助工具书和网络资源独立或通过团队合作进行英中与中英互译的

初步能力。

课程名称：视译Ⅰ (H)

课程代码：4.002.0059

英文课程名称：Sight Interpreting I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对口译、特别是视译感兴趣的本科生所开设的口译实践课程，目的在于提高学生

对于视译工作机制、技巧和策略的认识和掌握，提高学生的中英文转换能力。此外，通过使用不同

的视译素材，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本课程训练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语篇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中

英文阅读效率及表达能力，为之后其他口译进阶课程做准备。

课程名称：经典文献阅读Ⅲ (H)

课程代码：4.002.0061

英文课程名称：Classical Literature Reading III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1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三年级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十九世纪英

国自由主义在道德观、义务观、社会组织理念、价值观等方面的比照分析。同时在这个碎片化阅读

的时代训练你们研读富有思想深度的长篇著作的能力和耐性。

课程名称：英语叙事文写作 (H)

课程代码：4.002.0063

英文课程名称：Narrative Writing in English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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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对象：卓越学院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授新生写作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叙事文的写作手法和技巧。通过写作练习，学

生将提升英语写作能力，同时为未来英语写作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课程名称：创意写作Ⅰ (H)

课程代码：4.002.0064

英文课程名称：Creative Writing in English I (H)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2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英语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涵盖写作过程的所有基础知识，尤其是论文和各种类型的论文。这堂课的目的还在于

它将揭穿流行的观念，即人们是“天生的作家”而且写作不能“学习”。为此，学生将练习，而不

仅仅是写作不同类型的写作作品还有各种写作练习，有助于磨练写作能力。

课程名称：听辨与转述

课程代码：4.002.0066

英文课程名称：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学分：4

开课院系：卓越学院

授课对象：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实验班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口译的基础入门课程，定位于高年级口译课程的预备与热身，让学生理解口译的过程

和基本原理，并学会按照译员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听和说。通过背景知识、口译原则的讲解及大量的

课堂练习，拓宽学生们在各领域的知识面，并且让他们做到译员的“听，”即不仅是捕捉数字或其

他零散的信息，而更需要从大局着眼，对信息进行融合整理、抽丝剥茧，找出主要的逻辑；以及译

员的“说，”即不是单纯的还原，而是将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将讲者想表达的意思传递给听众。

244



 
 
    
   HistoryItem_V1
   AddNumbers
        
     Range: all pages
     字体: Times-Roman 12.0 点
     来源: 下中
     偏移: 水平 0.00 点, 垂直 45.35 点
     前缀文本: ''
     后缀文本: ''
     使用注册色: 无
      

        
     
     BC
     
     1
     TR
     1
     0
     780
     304
     0
     12.0000
            
                
         Both
         244
         1
         AllDoc
              

       CurrentAVDoc
          

     0.0000
     45.3543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0
     244
     243
     244
      

   1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页数: 1
     与当前相同
      

        
     1
     1
     1
     722
     366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