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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部 文 件 
师教资源〔2021〕15 号 

                                          

 

关于 2021 年 9 月 6 日晚上本科新生 
英语分班考试期间课程调整的通知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2021 年 9 月 6 日晚上我校将举行本科新生英

语分班考试，地点安排在教七、教九楼的全部教室以及教二、教四、

教八楼的部分教室。为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9月 6 日 17:30-20:30

对教七、教九楼进行封楼管理，所涉及教室的课程均做停调课处理。

同时对所涉及的教二、教四、教八楼部分教室的课程做停调课处理。 

现将具体安排公布如下： 
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

结果

1 
[2310178681]党的

建设专题 

[11112017098]

李娟 
一[9-10 节] 七 101

本科生：2019/思想政治教育,2019/思想政

治教育(师范),2020/思想政治教育,2020/

思想政治教育(辅修) 

二104

2 
[GE210039661]美

国历史概览 

[11212013104]

Andrew 

Cardoso 

一[9-10 节] 七 106

本科生：2019/俄语,2019/日语,2020/俄

语,2020/日语,2019/传播学,2019/地理科

学(师范),2019/地理科学类... 

二105

3 
[GE610118541]职

业指导与生涯教育 
[07043]李兴洲 一[9-10 节] 七 107

本科生：2018/公共事业管理-教育,2018/公

共事业管理（留学生）-教育,2018/教育技

术学,2018/教育技术学(师范)... 

二215

4 
[NCC21095241]中

外出版史 
[08065]万安伦 一[9-10 节] 七 201 研究生：2021/传播学 二114

5 
[NCC22154491]中

外出版史专题 
[08065]万安伦 

一[11-12

节] 
七 201 研究生：2021/新闻与传播 二114

6 
[8810181911]影像

中的教师教育学 
[07144]卢立涛 一[9-12 节] 七 202

本科生：2019/学前教育(师范),2019/地理

科学(师范),2019/汉语言文学(师

范),2019/化学(师范),2019/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师范)... 

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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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

结果

7 
[0310033641]近现

代国际关系史 
[04006]李兴 一[9-11 节] 七 203

本科生：2018/历史学,2018/历史学(励

耘),2018/历史学(留学生),2018/历史学

(师范),2019/历史学... 

四117

8 
[NCC22154531]传

播学研究方法专题 
[05098]张洪忠 一[9-10 节] 七 301 研究生：2021/新闻与传播 二107

9 
[0710074971]现代

汉语语音学 

[11112017044] 

曹梦雪 
一[9-10 节] 七 302

本科生：2019/汉语言文学,2019/汉语言文

学(励耘),2019/汉语言文学(留学

生),2019/汉语言文学(师范),2020/汉语言

文学... 

二202

10 
[0910081572]药物

化学 
[95038]张华北 一[9-11 节] 七 303

本科生：2019/化学,2019/化学(励

耘),2019/化学(师范) 
二205

11 
[0810079201]刑事

诉讼法学 
[06091]孟军 一[9-11 节] 七 304 本科生：2019/法学(辅修) 二206

12 
[0710002711]比较

文学概论 

[BA2017010]冯

欣 
一[9-10 节] 七 306 本科生：2019/汉语言文学(留学生) 二207

13 
[STA22004851]抽

样调查 

[11112011045]

石峻驿 
一[9-10 节] 七 307 研究生：2021/应用统计 二106

14 
[CHI21119481]文

学创作理论与实践 
[06043]张宁 一[9-11 节] 七 402 研究生：2021/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109

15 
[2310178591]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11112020037]

吴起民 
一[9-11 节] 七 403

本科生：2020/思想政治教育,2021/思想政

治教育(辅修) 
二111

16 
[LAW20083672]英

语 

[11112011154]

孙晓燕 
一[9-11 节] 七 404 研究生：2021/法律（非法学） 八112

17 

[PHI21038761]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现

时代 

[90013]吴向东 一[9-11 节] 七 406

研究生：2021/科学技术哲学,2021/伦理

学,2021/逻辑学,2021/马克思主义哲

学,2021/美学,2021/思想政治教育... 

二203

18 
[8810133611]传感

器技术教育应用 
[04166]傅骞 一[9-10 节] 七 407 本科生：2020/教育技术学 四109

19 
[GE410078991]信

息资源检索与利用 
[08080]高冉 一[9-10 节] 七 502

本科生：2018/传播学,2018/传播学(留学

生),2018/地理科学(师范),2018/地理科学

类,2018/地理科学类(留学生) ... 

二204

20 
[EDU21149251]高

校组织与制度 
[94043]周作宇 一[9-10 节] 七 507

研究生：2018/比较教育学,2018/成人教育

学,2018/传媒教育,2018/高等教育

学,2018/计算机软件与理论,2018/教师教

育... 

四207

21 
[0210033211]金融

市场学 
[03005]胡海峰 一[9-12 节] 九 102

本科生：2020/金融学,2020/金融学

（Fintech） 
二103

22 
[0210033211]金融

市场学 
[03005]胡海峰 一[9-12 节] 九 102

本科生：2018/工商管理(留学生),2018/国

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2018/金融学(留学

生),2018/经济学(留学生)... 

二103

23 
[0710087191]语言

学入门 
[05122]周士宏 一[9-10 节] 九 104 本科生：2020/汉语言文学 二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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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

结果

24 
[0210088671]政治

经济学 
[92057]李由 一[9-11 节] 九 201

本科生：2020/经济学,2020/政治学、经济

学与哲学,2020/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留

学生) 

十111

25 
[GE310177151]清

代宫廷文化史 

[11112019059]

项旋 
一[9-11 节] 九 301

本科生：2018/历史学,2018/历史学(励

耘),2018/历史学(留学生),2018/历史学

(师范),2019/历史学... 

停

26 
[FOP21035401]科

学研究伦理 

[11112010080]

杜博琪 
一[9-10 节] 九 401

研究生：2020/发展与教育心理学,2020/基

础心理学,2020/计算机应用技术,2020/课

程与教学论,2020/认知神经科学... 

八109

27 
[PHE20083671]英

语 
[98005]樊英波 一[9-12 节] 九 402 研究生：2021/体育教学 八103

28 
[ENV21027241]环

境数学 
[04035]杨晓华 一[9-11 节] 九 403

研究生：2021/环境工程,2021/环境科

学,2021/环境科学(珠海),2021/环境科学

与工程（珠海）,2021/环境生态学... 

电104

29 
[GE510081991]艺

术史 

[W020200010]

赵炎 
一[9-12 节] 九 404

本科生：2020/哲学(励耘),2020/哲学(强

基),2020/汉语言文学(励耘),2020/历史学

(励耘),2020/历史学(强基)... 

艺401

30 
[ART20082141]艺

术原理 

[11112020132]

吴键 
一[9-11 节] 二 101

研究生：2021/电影,2021/广播电视,2021/

美术,2021/舞蹈,2021/学科教学（音

乐）,2021/艺术设计... 

停

31 
[LAW21014481]法

律实务 
[07104]郑延谱 一[9-12 节] 八 101

研究生：2020/法律（非法学）,2021/法学

理论,2021/国际法学,2021/经济法

学,2021/民商法学,2021/诉讼法学... 

停

 

请相关老师和同学相互转告，给各位老师和同学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 

 

 

 

教务部 

2021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