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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2018-2019 学年研究生荣誉课程授课安排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授课顺序及课程内容

开课

学期
计划开课时间 学时 授课地点

M0006001 中国古代文化专题
1.黄兆宏：中国古代文明史；2.韩高年：先秦文学；3.马世年：两汉文学；4.
丁宏武：魏晋南北朝文学；5.许 琰：唐宋文学；6.龚喜平、张兵：元明清文
学；7.田 澍：明清史；8.张美宏：儒家哲学；9.贺更粹：道家哲学；

一 每周周一 9-10 节 36 学时 教学7号楼404室

M0006003 科学知识专题
1.巩增泰：数学；2.段文山：物理；3.莫尊理：化学；4.赵 军：地球科学；
5.杨颖丽：生命科学

一 每周周二 9-10 节 20 学时 教学7号楼404室

M0006004 社科知识专题
1.王宗礼：政治学；2.张润君：管理学；3.王勇：法律；4.杨立勋：计量经济
学；5.张永丽：经济学思想与方法；6.赵明仁：教育学

一 每周周三 9-10 节 24 学时 教学7号楼404室

M0006006 艺术知识专题 1.王玉芳：美术；2王文澜：音乐；3.邓小娟：舞蹈；4.徐兆寿：影视 一 每周周四 9-10 节 24 学时 教学7号楼404室

M0006007 方法类专题（一） 李 怀：定性方法与论文写作 一 03-10 周，周三 5-6 节 16 学时 教学7号楼404室

M0006008 方法类专题（二） 师庭雄：解释学方法导论 一 11-18 周，周三 7-8 节 16 学时 教学7号楼404室

M0006009 方法类专题（三） 王金元：逻辑学 一 03-18 周，周三 7-8 节 32 学时 新校区综合楼201室

M0006002 近现代文化专题
1.郭国昌：中国现代文学；2.张晓琴：中国当代文学；3.李晓卫：西方近代文
学；4.张宝林：西方现代文学；5.刘再聪：敦煌学；6.秦丙坤：丝绸之路文明

二 每周周三 9-10 节 24 学时 待定

M0006005 西方文化专题
1.杨鹏飞：世界历史；2.李家莉：西方文明史；3.李朝东：古希腊哲学；4.姜
宗强：中世纪哲学；5.贾克防：西方近代哲学；6.胡 好：康德哲学；7.曹 进：
符号学；8.李朝东：后现代主义哲学

二 每周周四 9-10 节 32 学时 待定

M0006010 方法类专题（四） 舒跃育：叙事研究与心理传记研究 二 03-10 周，周三 5-6 节 16 学时 待定

M0006011 方法类专题（五） 朱海斌：现象学方法导论 二 11-18 周，周三 7-8 节 16 学时 待定

M0006012 方法类专题（六） 熊华军：知识图谱软件与文献分析 二 03-10 周，周三 5-6 节 16 学时 待定

M0006013 方法类专题（七） 周文杰：STATA 软件与数据分析 二 11-18 周，周三 7-8 节 16 学时 待定

M0006014 方法类专题（八） 赵 鑫：实证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二 03-10 周，周三 5-6 节 16 学时 待定

M0006015 方法类专题（九） 赵国军：社会调查实用方法与典型实例 二 11-18 周，周三 7-8 节 16 学时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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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荣誉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化专题

上课时间：第 3-18 周每周星期一第 9-10 节

授课地点：校本部在教学 7号楼 404 室

中国古代文化专题分为九讲，授课教师、授课周数和课程内容

如下：

第一讲：中国古代文明史

授课教师：黄兆宏 授课周数：第 3、4 周

授课内容：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辉煌的文明之一，是世

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 5000 年的不间断的文明史，中国文

明的起源是学术界研究的难题之一。“中国古代文明史”课程通过

讲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文明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展示中

国文明丰富的内涵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

第二讲：先秦文学

授课教师：韩高年 授课周数：第 7、8 周

授课内容：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期，也是中国各体文学

的形成期，以上古神话、《诗经》《楚辞》、“五经”诸子、历史

传记等为代表的第一批经典诞生于此时。它们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

是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元典”！本课程将带领听者充分领

略经典的魅力，并穿越时空，走近经典背后的古圣先贤。

第三讲：两汉文学

授课教师：马世年 授课周数：第 9、10 周

授课内容：大汉天声，百代所宗。文章风雅，并为豪雄。汉代

是中国历史至为重要之一期，也是中国文学之关键期。本课程即对

两汉之文学经典与文学现象予以专门解读。专题包括：汉代思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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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经典之形成，汉代子书与先秦诸子精神的传承，诗体流变

与汉代诗歌的再评价，汉赋与汉代文学精神。

第四讲：魏晋南北朝文学

授课教师：丁宏武 授课周数：第 11、12 周

授课内容：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

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文学进入自觉

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语言形

式美的发现，都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新变，就

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第五讲：唐宋文学

授课教师：许 琰 授课周数：第 13 周

授课内容：唐宋文学是古代文学史上最辉煌、最富有创造力的

时期之一。唐诗宋词更是中国文学浩瀚星空中的耀眼明星。该门课

程主要从唐宋诗词的名家名作入手，分析和体会唐诗的风骨与兴象，

宋词的情怀与理致。在整体把握唐宋文学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

唐宋文学的繁荣原因和传承发展等问题。

第六讲：元明清文学

授课教师：龚喜平、张 兵 授课周数：第 14、15 周

授课内容：元明清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阶段，传统诗词

文赋流变、总结与转型，新兴小说戏曲成熟、发展与繁荣，而尤以

元曲之独领风骚、明清小说之雅俗共赏、晚清文学之古今演变最具

特色。讲授既有各类文体的宏观审视，亦有名著大家的精细解读。

第七讲：明清史

授课教师：田 澍 授课周数：第 16 周

授课内容：明朝是中国封建时代连续存在最久的朝代。朱元璋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元朝的弊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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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体制，建立了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朱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在经历一百五十余年后，通过长达六十年的嘉隆万改革，有效

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在张居正去逝后，长期的反张活动使明代的改

革逆转，最终走向灭亡。

第八讲：儒家哲学

授课教师：张美宏 授课周数：第 17 周

授课内容：作为中国哲学的主干，儒家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高智慧。本课程以儒家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为线索，以孔子的仁学思想为核心，重点考察这一观念在孟子、荀

子及宋明理学语境中的演化。通过揭示儒家哲学在构造中国人的理

想信念和精神内涵中的基础意义，如实展现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动气

韵和强大生命力。

第九讲：道家哲学

授课教师：贺更粹 授课周数：第 18 周

授课内容：本课程以道家老子与庄子为中心。老子以自己的独

特的睿智，率先发明了有为世界背后的无为和抽象层面的理论的价

值，其哲学是中国哲学中最早而又有系统的思辩哲学的理论。庄子

是老子哲学的继承者，其齐同万物、虚无玄想的逍遥，旨在求得精

神的舒适和安宁。

课程名称：科学知识专题

上课时间：第 3-13 周每周星期二第 9-10 节

授课地点：校本部教学 7号楼 404 室

科学知识专题分为五讲，授课教师、授课周数和课程内容如下：

第一讲：数学

授课教师：巩增泰 授课周数：第 3、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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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内容：以“数学问题之所以抽象，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其退

化成简单的模型是什么”为理念，通过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例、习

题和模型，探索数学家是如何思维的；通过典型问题的提出、发展

和现状，说明数学学科是如何发展的；通过数学问题哲学化思考，

引导学生数学化地思考、表述和解决不同学科中遇到的问题。

第二讲：物理

授课教师：段文山 授课周数：第 5、7 周

授课内容：(1)量子力学的发展与量子纠缠现象,(2)非线性、混

沌与蝴蝶效应，（3）能源、核聚变等前沿物理问题、(4)伽利略、

牛顿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暗物质、暗能量与宇宙的演化。

第三讲：化学

授课教师：莫尊理 授课周数：第 8、9 周

授课内容：人类文明从化学开始，火，启开了人类文明的先河，

从第一个陶罐的诞生，到普天下喜爱吃的火锅，然后到人类表达情

感的信物，到人类战胜疾病的征途，从来都是化学给予的强大动力。

课程从全方位介绍化学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展示科学文化在生活中

为我们营造的美丽瞬间。

第四讲：地球科学

授课教师：赵军 授课周数：第 10、11 周

授课内容：地球经过约 46 亿年漫长的演化，形成了我们今天所

看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形态。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对地球表层地理

事物和规律的认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和进程。本课程

地球科学部分将用 4 个学时，从地球的起源、变化的地球、地球系

统与地理信息几个方面，简要介绍目前有关地球科学的理论、方法

和应用。

第五讲：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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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杨颖丽 授课周数：第 12、13 周

授课内容：细胞是生命体基本的结构与功能单位，生物大分子

是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直接影响细胞的生命活动。《生命科学-细

胞与生物大分子》主要讲述细胞的结构与糖、蛋白质（氢泵的研究、

蛋白电泳与 SOD）、核酸（基因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方面的知识，

以粗略了解细胞与生物大分子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生命活动的重要

性，激发学生对生物学知识的兴趣。

课程名称：社科知识专题

上课时间：第 3-15 周每周星期三第 9-10 节

授课地点：校本部教学 7号楼 404 室

社科知识专题分为六讲，课程内容、授课教师、授课周数如下：

第一讲：政治学

授课教师：王宗礼 授课周数：第 3、4 周

授课内容：本课程是针对研究生所开设的人文社科通识类课程，

通过专题讲授与研讨的方式，重点研究国家起源与政治秩序的形成、

政体理论及其发展、民主的社会基础以及中国政冶发展道路等问题。

旨在使研究生了解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深入思考中国当代政

治发展的价值目标与道路选择。

第二讲：管理学

授课教师：张润君 授课周数：第 5、7 周

授课内容：管理学是研究如何合理组织和协调人类活动，以提

高稀缺资源利用效率、增进人类福祉的科学。本课程按照管理过程

学派的观点，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职能方面，对管理

学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第三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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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王 勇 授课周数：第 8、9 周

授课内容：以法律的历史源起和发展演变为主线，从法律文化

和诠释学的视角，阐明“法律”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功能。课程内

容包括：从“兵”到“法”，或从“先占”到“裁判”；从“法”

到“律”，或从“司法”到“立法”。

第四讲：计量经济学

授课教师：杨立勋 授课周数：第 10、11 周

授课内容：本课程重点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伪

相关、伪回归、内生性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结合相关研究文献以

及现实案例从定性和技术两个维度如何防范和处理上述问题产生的

不良后果。

第五讲：经济学思想与方法

授课教师：张永丽 授课周数：第 12、13 周

授课内容：经济学的形成与演变、经济学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

经济学流派；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与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

响与贡献；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石的理论体系遇到的挑战及新的研究

进展。

第六讲：教育学

授课教师：赵明仁 授课周数：第 14、15 周

授课内容：本单元课程目的是让同学们理解教育的本质与主要

特征，教育的哲学流派以及教育的主要类型。在此基础上，让同学

们对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现状进行反思，在获得解释性理解背

景下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路向有自觉认识。

课程名称：艺术知识专题

上课时间：第 3-15 周每周星期四第 9-10 节



8

授课地点：校本部教学 7号楼 404 室

艺术知识专题分为四讲，课程内容、授课教师、授课周数如下：

第一讲：美术

授课教师：王玉芳 授课周数：第 3、4、5 周

授课内容：本课程旨在了解美术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门类，了

解美术作品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与流派，以及美术与生活、

历史、文化的关系，从多角度欣赏与认识美术作品，提高艺术理论

修养，珍视优秀的民族民间美术与文化遗产。

第二讲：中西音乐文化及作品欣赏

授课教师：王文澜 授课周数：第 7、8、9 周

授课内容：音乐欣赏的基本要素；中国经典音乐作品欣赏；西

方音乐发展脉络即文艺复兴音乐、巴洛克音乐、古典乐派、浪漫乐

派、民族乐派、二十世纪音乐风格及作品欣赏。

第三讲：美学视角下的舞蹈艺术形式

授课教师：邓小娟 授课周数：第 10、11、12 周

授课内容：在一定的艺术原则和美学思想指导下，通过讲解与

观看舞蹈作品，使学生了解舞蹈艺术的特征、功能、种类、舞蹈作

品的发展以及编创等舞蹈艺术的总体特征。具备对舞蹈现象进行鉴

赏的基本能力。

第四讲：中外经典电影作品赏析

授课教师：徐兆寿 授课周数：第 13、14、15 周

授课内容：选择一些世界经典的电影进行赏析，如《魂断蓝桥》

《乱世佳人》《阿甘正传》《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等，

以此来分析自二战以来欧美西方世界的文化心理走向，并从艺术的

角度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同时，选择几部国内经典电

影进行思想与艺术特色分析，如《少林寺》《红高粱》《霸王别姬》



9

《东邪西毒》《太阳照常升起》等。以此来将中外电影发展史进行

一次简单的串讲，使学生对中外电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课程名称：定性方法与论文写作

授课教师：李 怀

授课时间：第 3-10 周每周星期三第 5-6 节

地 点：教学 7号楼 404 室

授课内容：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

变动性特征。定性研究方法是研究者为达到对社会世界的理解性（释

义性）描述或解释所运用的逻辑、程序、手段、技巧和步骤。论文

写作如同骑车或游泳，要在实际练习中逐渐掌握。标题、导言（问

题）、文献回顾、方法论、调查资料的呈现与结论等是论文写作的

核心要素。

课程名称：解释学方法导论

授课教师：师庭雄

授课时间：第 11-18 周每周星期三第 7-8 节

地 点：教学 7号楼 404 室

授课内容：哲学问题亘古如斯又历久弥新，它秉持着的某些命

题与范畴使得哲学成为一种“形态学”；它焕生着的各种时代话题

又总是开拓着哲学新的“地平线”。解释学（hermeneutics）正是

一门在解释文本、延伸文本的方法论传统中挣扎而出的关于“解释”

的本体论学科，它丰富着哲学的“地形学”、拓展着哲学的“地平

线”。可以说，在当代西方哲学的版图上，“解释学”是少数几个

固守着哲学边界、创造着哲学话语的思想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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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逻辑学

授课教师：王金元

授课时间：第 3-18 周每周星期三第 7-8 节

地 点：新校区综合楼 201 室

授课内容：逻辑学是一门基础性、工具性、人类性的科学。它

不能给人们直接提供具体的科学知识，但是任何人要进行思维活动，

要表述、论证思想，都要应用思维的逻辑形式，都要遵守思维的基

本规律。它能够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人们获取知识，表述、

论证思想提供必要的逻辑工具。

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基本规律和简单

的逻辑方法，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绪论、概念、命题逻辑、词项逻辑、

模态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基本规律、论证和谬误等。在“逻辑现

代化”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对内容的取舍与体例的安排，立足现代

逻辑的高度处理传统逻辑内容，保留其精华，力求现代逻辑与传统

逻辑的有机结合；注意密切联系思维和自然语言的实际与特点，按

照认知规律和教学要求，力求做到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的有机

统一，富有启发性。

通过学习基础知识并自觉地进行逻辑思维和表述论证的训练，

使同学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提高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增强论证的逻辑力量并培养学生

的分析理性精神和创新意识；同时，为进一步学习和理解其它各门

具体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逻辑分析工具。

课程名称：近现代文化专题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上课时间：第 2-18 周每周星期三第 9-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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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地点：待定

近现代文化专题分为六讲，授课教师、授课周数和课程内容如下：

第一讲：中国现代文学

授课教师：郭国昌

授课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产物。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

主思想，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

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文学体裁，在

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创造，具有现

代化特点，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第二讲：中国当代文学

授课教师：张晓琴

授课内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至今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其内部分为“十

七年”文学、特殊时期的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等阶段，

主要研究中国当代重要文学思潮与现象，重要作家与作品。

第三讲：西方近代文学

授课教师：李晓卫

授课内容：西方近代文学大约是指从 14 到 19 世纪将近六百年

的西方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4 到 16 世

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主要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宣扬人性，

把人从基督教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代表作家有薄伽丘、塞万提

斯、莎士比亚等。第二阶段是 17 到 19 世纪的思想启蒙时期文学，

提倡民主、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摇旗

呐喊，代表作家有笛福、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等。

第四讲：西方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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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张宝林

授课内容：本课程基于西方社会、哲学和艺术思潮现代转型的

整体语境，重点讲解劳伦斯、海明威等小说家和哈代、艾略特等诗

人的代表性作品，整体把握西方现代文学的突出贡献和基本特征，

深入分析文学表征现代人文精神变迁的多元策略。

第五讲：敦煌学

授课教师：刘再聪

授课内容：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

库，是古代世界重要文明的交汇点。敦煌学课程通过介绍藏经洞文

书的发现及流播过程、藏经洞文书的主要内容、敦煌与丝绸之路的

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揭示敦煌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关系、中国在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第六讲：丝绸之路文明

授课教师：秦丙坤

授课内容：元明清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阶段，传统诗词

文赋流变、总结与转型，新兴小说戏曲成熟、发展与繁荣，而尤以

元曲之独领风骚、明清小说之雅俗共赏、晚清文学之古今演变最具

特色。讲授既有各类文体的宏观审视，亦有名著大家的精细解读。

课程名称：西方文化专题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上课时间：第 2-18 周每周星期四第 9-10 节

授课地点：待定

西方文化专题分为八讲，授课教师、授课周数和课程内容如下：

第一讲：世界历史

授课教师：杨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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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内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

则主要有天赋人权、人民主权、限权政府、法制原则、分权原则、

制衡原则、代议制原则、文官控制军队原则等。美国总统制的特质

与总统政治运行规律：美国总统制是美国极具特色的制度。美国总

统由选民选举产生，而非由议会产生，总统直接对宪法负责而不对

国会负责，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既是本党领袖，又是

最高外交官和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独立于立法和司法，权力来

源多元，重大而广泛。

第二讲：西方文明史

授课教师：李家莉

授课内容：本课程主要包括西方文明诞生及其源头、中世纪西

欧文明、近代早期西方文明等内容。旨在通过介绍西方文明发展、

演进的主要路径，分析西方文明的重大成就和特征来展现西方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进而揭示文明发展的多样

性、互动性和融合性特征以及文明发展的交相接力和互为传递过程。

第三讲：古希腊哲学

授课教师：李朝东

授课内容：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起源，西方哲学是一个形而

上学体系，其核心学说是本体论，它所阐述的内容不依赖于经验的

概括，而是从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思辨体系，具有先天原理的

品格。

第四讲：中世纪哲学

授课教师：姜宗强

授课内容：中世纪哲学上承古希腊哲学，下接西方近代哲学，

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理解中世纪哲学对于深刻地理解西方

哲学史以及西方文化传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世纪哲学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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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的哲学思想是西方哲学史以及西方文

化传统不可绕过的两座高峰，理解这两位巨人的思想将是本课程的

重点。

第五讲：西方近代哲学

授课教师：贾克防

授课内容：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在 15-18 世纪，西

方世界的哲学研究也开始呈现出全新的形态，这就是现代西方的开

端。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涌现出大量天才哲学家，他们系统地总结

并反思了自古希腊至中世纪的哲学传统，并为现代世界的哲学图景

奠定了基础。

第六讲：康德哲学

授课教师：胡 好

授课内容：本课程以阅读经典为指向，通过逐字逐句解读康德

的《纯粹理性批判》，让学生走进康德哲学，通过康德哲学的学习，

回到问题本身，将文本学习和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同时教授阅读长

难句的方法，使学生学会精读学术著作，消除他们对哲学的畏难情绪。

第七讲：符号学

授课教师：曹 进

授课内容：每个人都生活在独特而奇妙的符号世界里。符号学

是研究符号结构、系统以及表征和意指方式的学科。它研究符号的

本质、符号发展变化规律、符号意义以及人与符号的关系问题。符

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可以面向事实世界、生活世界，

也可以面向内在的心灵世界。

第八讲：后现代主义哲学

授课教师：李朝东

授课内容：西方传统哲学是理性主义哲学，它引导西方进去现

代社会，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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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后现代主义通过解构在场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

中心主义，瓦解了现代性建构的基础、本质、绝对和普遍性，使人

类精神陷于无底的棋盘。

课程名称：叙事研究与心理传记研究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舒跃育

授课时间：第 3-10 周每周星期三第 5-6 节

地 点：待定

授课内容：作为研究方法类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重要的质性

研究方法——叙事心理法和心理传记法在研究中的应用。具体内容

包括，叙事心理研究法和心理传记研究法的理论背景、发展简史、

具体操作和案例分享四大部分。与此同时，还会给大家分享大量的

相关学习网站和参考书目。

课程名称：现象学方法导论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朱海斌

授课时间：第 11-18 周每周星期三第 7-8 节

地 点：待定

授课内容：本门课程以现象学哲学方法为讲授内容，主要包括

四个大的部分，分别为：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现象学方法与发生

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方法；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

学方法；现象学与分析哲学方法比较。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希望

所学者能够实现三个基本学习目标：了解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路以

及不同现象学流派的不同方法表现；掌握现象学的最核心方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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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直观与先验论证；通过与分析哲学方法的比较对现象学方法进行

反思。

课程名称：知识图谱软件与文献分析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熊华军

授课时间：第 3-10 周每周星期三第 5-6 节

地 点：待定

授课内容：知识图谱是现实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

种图形，其作用是使研究者对学科结构、研究内容、学科关系和研

究热点有清晰的把握，并可预测学科发展前沿和趋势。在当前文献

数据总量庞大、增长快速、信息含量低的背景下，本文课程将教会

研究生使用Bibexcel、HiteCite、CiteSpace、SPSS、 Ucinet、

VOSviewer、Net Draw等知识图谱软件开展大数据环境下的文献分析。

课程名称：STATA 软件与数据分析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周文杰

授课时间：第 11-18 周每周星期三第 7-8 节

地 点：待定

授课内容：Stata统计软件是实证研究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本课程将在对Stata软件的基本操作、均值比较、聚类分析、因子分

析、回归分析等内容进行全面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复原”权威刊

物上已发表论文的实证分析过程，实现数据分析与研究方法训练的

同步化。

课程名称：实证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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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赵 鑫

授课时间：第 3-10 周每周星期三第 5-6 节

地 点：待定

授课内容：《实证研究设计、量表编制与数据分析》课程旨在

讲授如何通过科学、客观、标准的测量手段对相关内容（人的特定

素质、知识与技能以及人际关系等）进行测量、分析与评价。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期望强化对事物的定量分析，也使统计学和现代数

学的知识引进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的领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和了解测量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能运用测量知

识自行编制科学的测验，并与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实践

相结合，从而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目的。

课程名称：社会调查实用方法与典型实例

开课学期：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赵国军

授课时间：第 11-18 周每周星期三第 7-8 节

地 点：待定

授课内容：本课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选用社会科学领域

的经典研究案例，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特性、研究问题的形成、

文献分析、社会调查中的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设计和实验逻辑，

以及调查资料的搜集与挖掘、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表达。旨在引导学

生丰富其方法类的知识体系、提升其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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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荣誉课程选课系统操作指南

一、选课对象

2018 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二、选课学期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均可。第一学期荣誉课程选

课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5 日 14:30——9 月 8 日 14:30，逾期选课系统

将自动关闭。

三、选课要求

1.学生选课前应征询导师意见，根据专业学习需要选择课程；

2.系统依据学生选课时间先后，确定参加课程学习的学生名单；

3.每名学生必须选修 1 门荣誉课程进行学习，计入学分；荣誉

课程学习必须第一学年内完成。

4.若第一学期没有选修荣誉课程，第二学期可继续选修；若同

时对多门荣誉课程有修读兴趣，应在系统中选择最有意向的 1 门荣

誉课程，其他有修读兴趣的荣誉课程可在其课程教室容纳量充足的

情况下以旁听形式参加课程学习，但不计入学分。

四、选课步骤

1.学生本人登录网页：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信息管

理平台（http://gradms.nwnu.edu.cn/index.php?g=Home&m=Public&a=login），账号

为本人学号、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号后六位、类别为学生（图1→图2）；

图 1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图 2 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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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左侧）下拉菜单（图 3），点击培养管

理→培养方案→（右侧）公共选修课→荣誉课程→管理操作点击“+”

添加（图 4）；

图 3 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培养管理 图 4 培养方案荣誉课程添加

3.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左侧下拉菜单，点击培养管理→学生选

课→（右侧）请选择学院：000 研究生院→出现本学期 7门荣誉课程，

点击每门课程名称可以查看该门课程信息；点击每门课程最右侧【进

入选课】，可以进行该门课程选课（图 5）；

图 5 荣誉课程选课界面

提示：

（1）该选课界面中“已选人数”可以查看该门课程的最新选课

人数，“教室容纳量”代表最大“选课人数量”，若该门课程选课

人数超过教室容纳量，建议学生选择其他本学期荣誉课程或者下一

学期的荣誉课程。

（2）再次强调提醒：每位学生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必

须在系统选择1门荣誉课程进行修读，否则影响学位论文答辩和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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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进入选课】→确定（图 6）→会出现“审核中”/“取

消选课”（图 7），若“审核未通过”或处于“审核中”则可随时“取

消选课”；若“审核通过”时，不可再“取消选课”，至此荣誉课

程选课阶段完成（图 8）。

图 6 进入荣誉课程选课界面

图 7 荣誉课程选课后审核界面

图 8 荣誉课程选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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