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资源〔2019〕018号 

                                          

 

关于 2019 年 9 月 3 日晚上硕士研究生入学 
英语水平考试期间课程调整的通知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2019年 9 月 3 日晚上我校将举行硕士研

究生入学英语水平考试，地点安排在教七、八楼的全部教室。为

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9 月 3 日 18:00-20:40 对教七、八楼进行

封楼管理，所涉及教室的课程均做停调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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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20168071]SPSS 数

据统计分析与实践（理） 
[97037]周涛 二[9-11 节] 七 101 

研究生：2019/2015 级国民核算

研究院经济统计学专业双证学

术型博士生全日制教育,2019/

安全科学与工程,2019/比较教

育学... 

九 403 

2 
[EAP10065161]特殊需要

儿童咨询与教育对策 
[90008]钱志亮 二[9-10 节] 七 106 

本科生：2017/特殊教育(师

范),2017/学前教育(师范),2018/

特殊教育(师范),2018/学前教育

(师范),2017/地理科学(师范)… 

九 201 

3 
[FOR21014941]翻译概

论 

[11112010001]

张政 
二[9-10 节] 七 107 研究生：2019/英语笔译 四 304 

4 
[EDU21110962]家庭教

育热点问题研究 
[99013]陈建翔 二[9-10 节] 七 201 

研究生：2018/教育学原

理,2019/教育学原理 
二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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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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T21070001]微分几

何 
[09098]葛建全 二[9-11 节] 七 202 

研究生：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2017/基础数学,2017/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2017/计算数

学,2017/课程与教学论… 

九 304 

6 
[0710139951]外国儿童

文学研读 
[03012]陈晖 二[9-10 节] 七 203 

本科生：2016/汉语言文

学,2016/汉语言文学(励

耘),2016/汉语言文学(留学

生),2016/汉语言文学(师

范),2017/汉语言文学… 

电 104 

7 [GE610015951]服务管理 [07071]朱艳春 二[9-10 节] 七 204 

本科生：2016/工商管理,2016/

工商管理(留学生),2016/国际经

济与贸易(留学生),2016/国际经

济与贸易(瀚德)-法语… 

二 115 

8 
[FGS20063711]硕士生英

语 

[W024800001]

高波 
二[9-12 节] 七 206 

研究生：2018/安全科学与工

程,2018/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2018/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2018/课程与教学论… 

九 204 

9 [8810032591]教育学 [08056]杜瑞军 二[9-10 节] 七 207 

本科生：2017/特殊教育(师

范),2017/学前教育(留学

生),2017/学前教育(师范),2017/

地理科学(师范),2017/汉语言文

学(师范)… 

停 

10 
[8810101201]教育政策

学 

[11112011133]

檀慧玲 
二[9-11 节] 七 302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6/教育学,2016/教育学

(留学生),2017/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7/教育学… 

停 

11 [0210088211]战略管理 
[11112010084]

焦豪 
二[9-11 节] 七 303 本科生：2017/工商管理 

停 

12 [0210088211]战略管理 
[11112010084]

焦豪 
二[9-11 节] 七 303 

本科生：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

(辅修) 

13 
[GE310120001]禅宗与文

学 
[05140]钱翰 二[9-10 节] 七 304 

本科生：2017/汉语言文

学,2017/汉语言文学(励

耘),2017/汉语言文学(留学

生),2017/汉语言文学(师

范),2017/中国语言与文化(留学

生)… 

停 

14 
[1610178771]数据分析

基础 
[07126]徐鹏飞 二[9-10 节] 七 305 

本科生：2019/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辅修） 
二 313 

15 
[GRA20117011]自我成

长与发展 
[02116]宋振韶 二[9-10 节] 七 306 

研究生：2016/2015 级国民核算

研究院经济统计学专业双证学

术型博士生全日制教育,2016/

比较教育学,2016/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四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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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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8810032591]教育学 
[11112011192]

叶菊艳 
二[9-10 节] 七 307 

本科生：2017/特殊教育(师

范),2017/学前教育(留学

生),2017/学前教育(师范),2017/

地理科学(师范),2017/汉语言文

学(师范)… 

停 

17 
[WAT21167841]核废物

地质处置 

[11112010056]

左锐 
二[9-12 节] 七 401 

研究生：2019/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2019/环境工程,2019/环境科

学,2019/环境科学(珠海),2019/

环境科学与工程… 

二 104 

18 
[0210088671]政治经济

学 
[92057]李由 二[9-11 节] 七 402 本科生：2018/金融学 停 

19 [GE410056961]神经科学 [07014]李武 二[9-10 节] 七 403 

本科生：2016/心理学,2016/心

理学(留学生),2017/心理

学,2017/心理学(留学生),2017/

心理学(师范)… 

停 

20 
[0210022191]国际服务

贸易 
[09085]蔡宏波 二[9-10 节] 七 406 

本科生：2017/工商管理(留学

生),2017/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

生),2017/金融学(留学生),2017/

经济学(留学生)… 

二 117 

21 [AF10179002]统计学习 
[11112019027]

李高荣 
二[9-11 节] 七 407 

本科生：2016/统计学,2017/统

计学 
停 

22 
[CHI21126791]中国文化

史专题 
[86153]刘勇 二[9-11 节] 八 101 

研究生：2019/儿童文学,2019/

汉语言文字学,2019/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2019/中国古代文

学,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 

停 

23 
[GE610032531]教育心理

学 

[11112011134]

蒋挺 
二[9-10 节] 八 103 

本科生：2017/传播学,2017/传

播学(留学生),2017/地理科学

类,2017/地理科学类(留学

生) ,2017/地理信息科学… 

二 105 

24 
[GE610032531]教育心理

学 

[11112015019]

黄四林 
二[9-10 节] 八 105 

本科生：2017/传播学,2017/传

播学(留学生),2017/地理科学

类,2017/地理科学类(留学

生) ,2017/地理信息科学… 

二 106 

25 [GE410117241]博弈思维 [04116]周亚 二[9-10 节] 八 106 

本科生：2017/传播学,2017/传

播学(留学生),2017/地理科学

(师范),2017/地理科学类,2017/

地理信息科学… 

停 

26 
[SPP31056191]社会统计

学 
[05018]刘凤芹 二[9-10 节] 八 107 

研究生：2017/公共管理,2018/

公共管理,2019/公共管理 
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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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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0610135361]国外马克

思主义哲学 
[07107]罗松涛 二[9-10 节] 八 108 

本科生：2016/思想政治教育(师

范)-哲学,2016/哲学,2016/哲学

(励耘),2016/哲学(留学

生),2017/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哲学… 

二 109 

28 
[GE610032531]教育心理

学 

[11112016076]

雷雪梅 
二[9-10 节] 八 109 

本科生：2017/传播学,2017/传

播学(留学生),2017/地理科学

类,2017/地理科学类(留学

生) ,2017/地理信息科学… 

二 323 

29 
[EDU22032301]教育人

力资源管理 
[04063]乔锦忠 二[9-11 节] 八 110 

研究生：2018/高等教育

学,2019/高等教育学 
二 304 

30 
[GE210042751]葡萄牙语

入门Ⅰ 

[11212015017] 

Liliana Soares 
二[9-10 节] 八 113 

本科生：2016/地理科学(师

范),2016/地理科学类,2016/地

理科学类(留学生) ,2016/地理

信息科学,2016/地理信息科学

(留学生) … 

二 107 

31 
[FOP21179271]行为成

瘾干预研究新进展 
[09038]张锦涛 二[9-10 节] 八 114 

研究生：2017/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2017/基础心理学,2017/计算

机应用技术,2017/课程与教学

论,2017/认知神经科学… 

二 112 

32 
[GE610134541]儿童心理

发展与教育 
[04090]高潇怡 二[9-10 节] 八 202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6/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教育,2016/教育技术

学,2016/教育技术学(师范)... 

二 111 

33 
[GE610099751]走进法兰

西--文化与教育 

[11132018304]

张梦琦 
二[9-10 节] 八 203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6/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教育,2016/教育技术

学,2016/教育技术学(师范)… 

二 203 

34 
[GE610095291]中外高等

教育比较 
[08133]谷贤林 二[9-10 节] 八 204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6/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教育,2016/教育技术

学,2016/教育技术学(师范)… 

二 204 

35 [BIO21041581]鸟类学 [03043]邓文洪 二[9-11 节] 八 206 研究生：2019/生态学 二 114 

36 
[FOP21103171]计算神

经科学 
[07169]甄宗雷 二[9-11 节] 八 207 

研究生：2019/计算机应用技

术,2019/课程与教学论,2019/心

理学,2019/心理学（心理学院） 

四 302 

37 
[ENV31063541]水质模

型与模拟 
[06070]李春晖 二[9-10 节] 八 208 

研究生：2019/环境工程,2019/

环境科学,2019/环境生态

学,2019/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2019/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二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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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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FGS21159011]微波遥感

土壤水分与积雪原理与

应用 

[05081]蒋玲梅 二[9-10 节] 八 210 

研究生：2018/安全科学与工

程,2018/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2018/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2018/课程与教学论… 

二 209 

39 
[GE610179101]社会学视

野下的中国教育问题 
[05021]姜星海 二[9-10 节] 八 211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6/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教育,2016/教育技术

学,2016/教育技术学(师范)… 

二 212 

40 
[GE210127431]德语入门

Ⅰ 

[11312018312]

闫玉希 
二[9-10 节] 八 213 

本科生：2016/地理科学(师

范),2016/地理科学类,2016/地

理科学类(留学生) ,2016/地理

信息科学,2016/地理信息科学

(留学生) … 

二 202 

41 
[1110061711]数据结构

与算法分析 
[97088]于濂 二[9-10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7/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7/数学与应用数学(励

耘),2017/数学与应用数学(留学

生),2017/数学与应用数学(师

范)… 

停 

42 
[2010135701]环境生态

工程原理 
[04054]孙涛 二[9-11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7/环境工程 二 205 

43 
[MAT21071102]文献选

读 
[06059]薛庆营 二[9-11 节] 八 401 

研究生：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2017/基础数学,2017/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2017/计算数

学,2017/课程与教学论... 

二 305 

44 
[HIS21116491]影像史学

研究专题 

[11112011066]

吴琼 
二[9-11 节] 八 403 

研究生：2019/考古学,2019/课

程与教学论,2019/世界史,2019/

中国史 

二 206 

45 
[0210098561]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11112011009]

何浩然 
二[9-10 节] 八 404 本科生：2017/经济学 二 214 

46 
[GE310089821]中国传统

道德哲学 
[94048]贾新奇 二[9-10 节] 八 405 

本科生：2017/思想政治教育(师

范)-哲学,2017/哲学,2017/哲学

(励耘),2017/哲学(留学

生),2018/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哲学... 

二 215 

47 
[PHI29179581]中国哲学

方法论专题 

[11512017021]

刘笑敢 
二[9-11 节] 八 406 

研究生：2019/价值哲学,2019/

科学技术哲学,2019/科学思想

史与科学社会史,2019/课程与

教学论,2019/伦理学... 

二 413 

48 
[GE610101021]社会学原

著选读 

[11112018082]

焦长权 
二[9-10 节] 八 407 

本科生：2016/社会学,2016/社

会学(留学生),2017/社会

学,2017/社会学(留学生),2018/

社会学,2018/社会学(留学生)... 

四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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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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IC31129681]高级研讨

课 
[06706]边玉芳 二[9-10 节] 八 408 

研究生：2017/教育学,2017/心

理学,2018/教育学,2018/心理

学,2019/教育学,2019/心理

学,2019/心理学（珠海）... 

二 306 

50 
[MAT21071102]文献选

读 

[11112018059]

徐桂香 
二[9-10 节] 八 409 

研究生：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2017/基础数学,2017/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2017/计算数

学,2017/课程与教学论... 

二 207 

51 
[GE410005521]创造力心

理学 
[06156]程黎 二[9-10 节] 八 410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2016/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教育,2016/教育技术

学,2016/教育技术学(师范)... 

二 414 

52 
[GE210073281]西班牙语

入门Ⅰ 

[11212015021] 

Mariana 

Zulueta 

二[9-10 节] 八 411 

本科生：2016/地理科学(师

范),2016/地理科学类,2016/地

理科学类(留学生) ,2016/地理

信息科学,2016/地理信息科学

(留学生) ... 

二 302 

53 
[MAT21069991]微分方

程定性理论 
[96027]袁荣 二[9-11 节] 八 209 

研究生：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2017/基础数学,2017/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2017/计算数

学,2017/课程与教学论... 

二 307 

54 
[MAT21102291]模糊集

引论 
[00035]刘玉铭 二[10-12 节] 八 212 

研究生：2017/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2017/基础数学,2017/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2017/计算数

学,2017/课程与教学论... 

二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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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