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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2020-2021 学年研究生荣誉课程安排表

序号 推荐学院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课教师 开课学期

1 文学院 人文知识 中国文学专题
韩高年、马世年、丁宏武、董芬芬、许琰、

冉耀斌、韩伟、孙强、李生滨、李明德
秋季

2 历史文化学院 人文知识 中国历史专题
田澍、何玉红、刘再聪、尚季芳、李小英、

杨鹏飞、潘春辉、李家莉、秦炳坤
秋季

3 教育学院 人文知识 传统文化教育 赵晓霞 秋季

4 教育学院 社科知识 知识图谱软件与文献分析 熊华军 春季

5 心理学院 社科知识 健康心理学
姜艳斐、朱雅雯、张继元、夏瑞雪、丁小斌、

赵鑫
秋季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科知识 政治学专题 王宗礼、曹亚斌、袁维杰 秋季

7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科知识 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专题 张润君、王海峰、洪德山、白列湖 春季

8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科知识 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分析 李怀、贾应生、左宏愿、尹广文 秋季

9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科知识 案例研究及其论文写作 张润君 秋季

10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科知识 使用 stata 做社会科学量化研究 吕涛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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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学院 社科知识
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劳动合

同法
牛绿花、车亮亮 春季

12 法学院 社科知识 社会生活与法律智慧 杜睿哲、王勇、车亮亮 春季

13 经济学院 社科知识 应用经济学专题
冯曦明、聂正彦、陈开军、石红莲、李天建、

单美姣
秋季

14 商学院 社科知识 管理理论与艺术 董青、和苏超、马文静、黄勇、李承晋 春季

15 外国语学院 人文知识 西方文学专题 张宝林、李升炜、赵秀兰 秋季

16 音乐学院 艺术知识 聆听音乐 陈建红、马瑜慧、张大军、赵鹏 春季

17 舞蹈学院 艺术知识 舞蹈鉴赏 邓小娟、马正国、关樱丽、王丹 春季

18 美术学院 艺术知识 中外美术鉴赏与文化重构
王玉芳、文化、张国荣、张学忠、关维祥、

肖发展
秋季

19 数学与统计学院 科学知识 数学思想与方法
张贵仓、刘建成、乔虎生、王才士、颜荣芳、

马巧珍、杜小妮、熊向团
春季

20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科学知识 大数据时代的人工智能
蔺想红、陈旺虎、田冉、张志昌、杨小东、

秦红武、张强、李勇、郝占军
春季

21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科学知识 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与技术
苏茂山、段文山、袁萍、裴东、祁云平、李

燕、丁晓彬、将军、孙对兄
秋季

22 化学化工学院 科学知识 多学科交叉的超分子化学 林奇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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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知识 生命科学专题
孙坤、陈学林、宁应之、牛世全、丁兰、张

腾国、冯汉青、王俊龙、李建真
春季

24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科学知识 地理视野 赵军、张勃、张志斌、姚晓军 秋季

25 教育技术学院 科学知识 设计思维 魏小东、郭炯、杨鸿武、贺相春、樊敏生 秋季

26 教育技术学院 科学知识 人工智能
杨鸿武、郭威彤、张维昭、卜小龙、王莉莉、

徐亚萍
秋季

27 传媒学院 艺术知识 中外经典影片赏析 徐兆寿、杨光祖、丁松虎、赵丽瑾 春季

28 传媒学院 社科知识 媒介素养 杨华、冯晓临、石培龙、庄金玉 春季

29 旅游学院 社科知识 丝绸之路旅游文化 冯玉新、欧阳正宇、安智海 春季

30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人文知识 世界文字与文明专题 田河 秋季

31 哲学学院 人文知识 中国哲学专题 贺更粹 春季

32 哲学学院 人文知识 解释学方法导论 师庭雄 春季

33 哲学学院 人文知识 西方哲学史 胡好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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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院排课操作流程

1.在学院端-->基础信息-->课程信息管理中进行荣誉课程

添加，其中“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必须填写，以便学生选课

时了解课程基本情况。如下图所示：（注意课程信息维护界面中

课程类型应选择“荣誉课程”。）

2.课程信息添加完成后，进入排课预处理界面，进行课程

的开设操作。如下图所示。（注：课程名称必须与课程类别相一

致，否则课程开设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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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课教师设置

4.学生排课设置（注意：如果课程是线上授课方式，则排

课教室应选择“在线授课”）

5.各学院务必于 9月 11 日前将秋季学期研究生荣誉课程录

入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

三、学生选课操作流程

（一）选课对象

2020 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及需要补休或重修的往届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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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课时间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或春季学期均可。秋季学期荣誉课

程选课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2 日-18 日，逾期选课系统将自动关

闭。9 月 21 日起，秋季学期荣誉课程正式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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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选修 1 门荣誉课程，并计入学

分。荣誉课程学习必须第一学年内完成。若秋季学期没有选修

荣誉课程，研究生可在春季学期可继续选修；若同时对多门荣

誉课程感兴趣，应在系统中选择最有意向的 1 门荣誉课程，其

他有修读兴趣的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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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学院应依据学生选课时间先后、课程教室容量、学生

学科背景等因素，确定参加课程学习的学生名单。原则上，本

学院研究生不选修本学院组织开设的荣誉课程。

（四）选课操作步骤

1.学生登录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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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选课

3.学院对学生选课情况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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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查看已选课程和我的课表。如果拟选修的荣誉课程

未被学院审核通过，研究生需要及时选修其他荣誉课程。

5.任课教师或课程团队查看自己的课表和成绩录入功能是

否存在荣誉课程。课程结束后，由任课教师或课程负责人及时

登录系统录入学生课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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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过程中如出现异常，请及时联系系统维护技术员

解决，或向研究生院培养部反映，联系方式如下：

裴卓云：18893703469

研究生院培养部：陈老师 7970633

研究生院培养部

2020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