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资源〔2019〕015号 

                                          

 

关于 2019年 6月 10-17日全天学校活动期间
课程调整的通知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2019年 6 月 10-17日全天我校将举行系

列活动，地点安排在教八楼三层的全部教室。为保证活动的顺利

进行，6 月 10-17 日全天对教八楼三层进行封层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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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次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结果 

1 [0910026441]化学信息学 [06019]刘亚军 16 一[1-2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6/化学,2016/化学

(励耘),2016/化学(师范) 
停 

2 [SSC21165331]社会学史 
[11112018082]

焦长权 
16 一[1-3 节] 八 312 研究生：2018/社会学 二 401 

3 
[AP10098421]资源环境遥

感 

[11112012113]

朱秀芳 
16 一[3-4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7/资源环境科

学,2017/资源环境科学(留学

生) 

九 202 

4 
[6010142531]中高级汉语

听力 
[94032]宋志明 16 一[3-4 节] 八 306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23 

5 
[6010142531]中高级汉语

听力 

[11112018002]

李春雨 
16 一[3-4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八 113 

6 
[FGS21114421]遥感图像

处理与实践 
[05076]朱文泉 16 一[5-6 节] 八 302 

研究生：2017/安全科学与工

程,2017/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2017/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2017/课程与教学论... 

科技楼 C

区 506 

7 
[6010142531]中高级汉语

听力 
[94032]宋志明 16 一[5-6 节] 八 306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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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周

次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结果 

8 
[6010142521]中高级汉语

口语 
[05119]杨泉 16 一[5-6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11 

9 
[EDU31154001]数学教育

前沿问题研究 
[97070]张春莉 16 一[5-8 节] 八 312 

研究生：2017/课程与教学

论,2018/课程与教学论 
二 303 

10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04082]郑兰琴 16 一[7-8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传播学,2018/传

播学(留学生),2018/汉语言文

学,2018/汉语言文学(师范) 

停 

11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8081]庄榕霞 16 一[7-8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8/俄语,2018/俄语

(留学生),2018/日语,2018/英

语,2018/英语(留学生),2018/英

语(师范)... 

科技楼 C

区 502 

12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02058]徐学锋 16 一[7-8 节] 八 303 

本科生：2018/俄语,2018/俄语

(留学生),2018/日语,2018/英

语,2018/英语(留学生),2018/英

语(师范)... 

九 202 

13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85155]邬彤 16 一[7-8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8/传播学,2018/传

播学(留学生),2018/汉语言文

学,2018/汉语言文学(师范) 

停 

14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02058]徐学锋 16 一[7-8 节] 八 307 

本科生：2018/俄语,2018/俄语

(留学生),2018/日语,2018/英

语,2018/英语(留学生),2018/英

语(师范)... 

九 303 

15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02058]徐学锋 16 一[7-8 节] 八 308 

本科生：2018/俄语,2018/俄语

(留学生),2018/日语,2018/英

语,2018/英语(留学生),2018/英

语(师范)... 

九 303 

16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8081]庄榕霞 16 一[7-8 节] 八 310 

本科生：2018/俄语,2018/俄语

(留学生),2018/日语,2018/英

语,2018/英语(留学生),2018/英

语(师范)... 

科技楼 C

区 503 

17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8081]庄榕霞 16 一[7-8 节] 八 311 

本科生：2018/俄语,2018/俄语

(留学生),2018/日语,2018/英

语,2018/英语(留学生),2018/英

语(师范)... 

科技楼 C

区 504 

18 
[WAT21025611]河流动力

学 

[11112013095]

朱中凡 
16 一[9-10 节] 八 306 

研究生：2018/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2018/环境工程,2018/环境

科学,2018/环境科学与工

程,2018/水利工程,2018/水力

学及河流动力学... 

八 110 

19 [GE310088381]哲学导论 
[11112011006]

鲁克俭 
16 一[9-10 节] 八 312 

本科生：所有年级/社会工作,

所有年级/社会工作(留学生),

所有年级/思想政治教育(师

范)-哲学,所有年级/思想政治

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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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周

次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结果 

教育-哲学... 

20 
[1410029882]计算物理基

础 
[03016]赵虎 16 二[1-2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7/物理学,2017/物

理学(协同创新实验班) 
九 203 

21 
[1410029882]计算物理基

础 
[03016]赵虎 16 二[1-2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7/物理学,2017/物

理学(协同创新实验班) 
九 202 

22 
[1610133621]传感器技术

与网络 
[07108]余乐军 16 二[1-2 节] 八 306 

本科生：2017/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2017/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留学生) 

八 113 

23 
[PHI21105722]应用伦理

学专题研究 

[11112015085]

田海平 
16 二[1-2 节] 八 309 研究生：2018/伦理学 二 303 

24 
[AP10098421]资源环境遥

感 
[98101]孙睿 16 二[3-4 节] 八 303 

本科生：2016/地理信息科

学,2016/地理信息科学(留学

生) ,2017/地理信息科学(辅修) 

科技楼 C

区 506 

25 [MAT21007461]代数拓扑 [03029]黄红 16 二[3-4 节] 八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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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6010055081]商务文化 [08075]步延新 16 二[3-4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5/汉语言(留学

生),2016/汉语言(留学

生),2017/汉语言(留学

生),2018/汉语言(留学生) 

八 113 

27 [GRA20090501]中国概况 [00036]吴成年 16 二[5-6 节] 八 306 

研究生：2016/比较教育

学,2016/成人教育学,2016/传

播学,2016/儿童文学,2016/发

展与教育心理学,2016/法学... 

二 102 

28 [GRA20090501]中国概况 [00036]吴成年 16 二[7-8 节] 八 306 

研究生：2016/比较教育

学,2016/成人教育学,2016/传

播学,2016/儿童文学,2016/发

展与教育心理学,2016/法学... 

二 102 

29 
[SSC21165901]社会统计

软件使用 
[09029]萨支红 16 二[9-10 节] 八 302 

研究生：2018/民俗学,2018/人

类学,2018/社会工作,2018/社

会学 

九 203 

30 [0510009751]电脑美术 [01199]倪文东 16 二[9-11 节] 八 303 
本科生：2016/书法学,2016/书

法学(留学生) 
艺 301 

31 
[9210121621]遥感物理与

应用 

[11112014021]

陈子悦 
16 二[9-11 节] 八 307 

本科生：2016/物理学(协同创

新实验班) 

科技楼 C

区 505 

32 [GE610032591]教育学 [08056]杜瑞军 16 二[9-10 节] 八 312 

本科生：2016/传播学,2016/传

播学(留学生),2016/地理科学

(师范),2016/地理科学类,2016/

地理科学类(留学生) ... 

八 110 

33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9088]谢浩 16 

二[11-12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法学,2018/美术

学,2018/社会科学试验

班,2018/书法学,2018/数字媒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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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周

次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结果 

体艺术,2018/舞蹈学... 

34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9088]谢浩 16 

二[11-12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8/法学,2018/美术

学,2018/社会科学试验

班,2018/书法学,2018/数字媒

体艺术,2018/舞蹈学... 

停 

35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2041]马秀麟 16 

二[11-12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8/历史学,2018/历

史学(师范) 
停 

36 
[8810134231]多媒体技术

与网页设计 
[92041]马秀麟 16 

二[11-12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8/历史学,2018/历

史学(师范) 
停 

37 
[6010142531]中高级汉语

听力 
[94032]宋志明 16 三[1-2 节] 八 306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11 

38 
[CSL21101542]自然语言

处理基础 
[05019]刘智颖 16 三[1-2 节] 八 309 

研究生：2018/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二 305 

39 
[2010141751]饮用水安全

保障原理与设计 
[08041]王颖 16 三[1-2 节] 八 312 本科生：2016/环境工程 八 113 

40 
[6010142531]中高级汉语

听力 
[94032]宋志明 16 三[3-4 节] 八 306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11 

41 
[6010142521]中高级汉语

口语 
[05119]杨泉 16 三[3-4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13 

42 
[LAW29124541]刑事案例

与律师事务 

[11112011188]

赵书鸿 
16 三[3-4 节] 八 312 

研究生：2018/法学,2018/法学

理论 
八 113 

43 [AF10062031]数理统计 [05107]金蛟 16 三[5-6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7/统计学,2017/统

计学(留学生),2018/统计学(辅

修) 

停 

44 
[AP10004081]测量与地图

学 
[99070]王瑛 16 三[5-6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8/资源环境科

学,2018/资源环境科学(留学

生) 

科技楼 C

区 506 

45 
[AP10004081]测量与地图

学 
[99070]王瑛 16 三[7-8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8/资源环境科

学,2018/资源环境科学(留学

生) 

科技楼 C

区 506 

46 

[CSL21106851]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与自然语言处理

（C＃.NET） 

[11132017314]

胡韧奋 
16 三[9-11 节] 八 303 

研究生：2018/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科技楼 C

区 505 

47 
[GE410004781]程序设计

与算法实践 
[97110]冯速 16 三[9-12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5/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2015/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留学生),2015/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2015/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留学生)... 

九 002 

48 
[HIS21106711]中国近代

思想文化史 
[05096]林辉锋 16 三[9-11 节] 八 309 研究生：2018/中国史 二 303 

49 

[GE610123091]中国经济

与世界经济：问题导向的

研究 

[99061]钟伟 16 三[9-10 节] 八 312 

本科生：2018/工商管理,2018/

工商管理(留学生),2018/国际

经济与贸易(留学生),2018/国

二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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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周

次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结果 

际经济与贸易(瀚德)-法语... 

50 
[1410029882]计算物理基

础 
[03016]赵虎 16 四[1-2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7/物理学,2017/物

理学(协同创新实验班) 

科技楼 C

区 506 

51 
[1410029882]计算物理基

础 
[03016]赵虎 16 四[1-2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7/物理学,2017/物

理学(协同创新实验班) 

科技楼 C

区 504 

52 
[MAT21042442]偏微分方

程数值解法 

[11112018039]

潘亮 
16 四[1-3 节] 八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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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53 [1110029062]计算方法 [06700]纪光华 16 四[3-4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6/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6/数学与应用数学(励

耘),2016/数学与应用数学(师

范) 

九 202 

54 
[6010142531]中高级汉语

听力 

[11112018002]

李春雨 
16 四[3-4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生) 二 302 

55 
[FOP21128731]高级心理

统计学（方法课） 
[06161]骆方 16 四[5-7 节] 八 302 

研究生：2018/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2018/基础心理学,2018/计

算机应用技术,2018/课程与教

学论,2018/认知神经科学... 

停 

56 
[CHI21158001]语文教学

研究 
[86216]张燕玲 16 四[5-6 节] 八 309 研究生：2018/课程与教学论 二 303 

57 
[FOP21128731]高级心理

统计学（方法课） 
[06161]骆方 16 四[5-7 节] 八 310 

研究生：2018/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2018/基础心理学,2018/计

算机应用技术,2018/课程与教

学论,2018/认知神经科学... 

停 

58 
[FOP21128731]高级心理

统计学（方法课） 
[06161]骆方 16 四[5-7 节] 八 311 

研究生：2018/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2018/基础心理学,2018/计

算机应用技术,2018/课程与教

学论,2018/认知神经科学... 

停 

59 
[SPP31177542]领导力与

行为理论 
[05024]张欢 16 四[5-6 节] 八 312 

研究生：2017/公共管理,2018/

公共管理 
二 304 

60 
[88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02070]李葆萍 16 四[7-8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心理学 九 303 

61 
[88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08114]常亮 16 四[7-8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8/心理学 停 

62 
[AP10103311]环境地球化

学 
[09079]陈锡云 16 四[7-8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6/资源环境科学 二 102 

63 
[11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00035]刘玉铭 16 四[9-10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励

耘),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留

学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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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 任课教师 

周

次 
节次 地点 上课班级构成 处理结果 

64 
[11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00035]刘玉铭 16 四[9-10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励

耘),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留

学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停 

65 
[11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89062]于福生 16 四[9-10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励

耘),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留

学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停 

66 
[11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89062]于福生 16 四[9-10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励

耘),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留

学生),2018/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 

停 

67 
[FGS21158761]人口地理

学原理 
[07113]张华 16 四[9-10 节] 八 306 

研究生：2017/安全科学与工

程,2017/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2017/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2017/课程与教学论... 

二 102 

68 [MAT21071102]文献选读 [06059]薛庆营 16 四[9-10 节] 八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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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69 [MAT21102271]微分拓扑 
[11112018046]

龚文敏 
16 四[9-11 节] 八 312 

研究生：2017/基础数学,2018/

基础数学 
八 114 

70 
[8810004721]程序设计基

础（C++语言） 
[98098]申佳丽 16 

四[11-12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化学,2018/化学

(师范),2018/环境工程,2018/环

境科学,2018/理科试验班

(一),2018/统计学... 

停 

71 
[8810004721]程序设计基

础（C++语言） 
[97091]姚自明 16 

四[11-12

节] 
八 303 

本科生：2018/化学,2018/化学

(师范),2018/环境工程,2018/环

境科学,2018/理科试验班

(一),2018/统计学... 

停 

72 
[8810004721]程序设计基

础（C++语言） 
[97091]姚自明 16 

四[11-12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8/化学,2018/化学

(师范),2018/环境工程,2018/环

境科学,2018/理科试验班

(一),2018/统计学... 

停 

73 
[8810004721]程序设计基

础（C++语言） 
[99068]曹良亮 16 

四[11-12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8/地理科学(师

范),2018/地理科学类,2018/地

理信息科学,2018/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2018/资源环境科

学...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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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8810004721]程序设计基

础（C++语言） 
[99068]曹良亮 16 

四[11-12

节] 
八 307 

本科生：2018/地理科学(师

范),2018/地理科学类,2018/地

理信息科学,2018/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2018/资源环境科

学... 

停 

75 
[1610063071]数字音视频

技术 

[11112018008]

吴昊 
16 五[1-2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6/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科技楼 C

区 505 

76 
[ECO31017531]高级公司

金融 

[11112013102]

崔学刚 
16 五[1-2 节] 八 306 研究生：2018/金融学 八 107 

77 
[GOV21128371]图书情报

学科研究方法 
[05124]黄崑 16 五[1-2 节] 八 309 

研究生：2018/情报学,2018/图

书馆学 
二 102 

78 
[AF10139821]统计学导论

A 
[05107]金蛟 16 五[3-4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统计学,2018/统

计学(留学生),2018/化学(励

耘),2018/理科试验班

(一),2018/社会科学试验班... 

停 

79 [MAT21007461]代数拓扑 [03029]黄红 16 五[3-4 节] 八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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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6010141341]虚词辨析与

使用 
[02072]张会 16 五[3-4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7/汉语言(留学

生),2018/汉语言(留学生) 
二 105 

81 
[AP10004081]测量与地图

学 
[99070]王瑛 16 五[5-6 节] 八 309 

本科生：2018/资源环境科

学,2018/资源环境科学(留学

生) 

八 110 

82 
[9P10001182]Matlab 基础

与应用 
[08019]张江 16 五[5-6 节] 八 312 

本科生：2017/管理科学,2017/

管理科学(留学生) 
八 209 

83 
[9P10004731]程序设计基

础（C 语言） 
[93005]郑涛 16 五[7-8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2018/社会科学试验班 

科技楼 C

区 505 

84 
[GE410004731]程序设计

基础（C 语言） 
[93005]郑涛 16 五[7-8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5/公共事业管

理,2015/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5/管理科学,2015/管理

科学(留学生),2015/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科技楼 C

区 505 

85 
[GE410004731]程序设计

基础（C 语言） 
[93005]郑涛 16 五[7-8 节] 八 301 

本科生：2018/公共事业管

理,2018/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8/管理科学,2018/管理

科学(留学生),2018/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科技楼 C

区 505 

86 
[AP10004081]测量与地图

学 
[99070]王瑛 16 五[7-8 节] 八 302 

本科生：2018/资源环境科

学,2018/资源环境科学(留学

生) 

九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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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9P10078622]信息技术应

用 
[05124]黄崑 16 五[7-8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

理,2016/人力资源管理,2017/

公共事业管理,2017/人力资源

管理,2018/人力资源管理... 

停 

88 
[GE410078621]信息技术

应用 
[05124]黄崑 16 五[7-8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5/公共事业管

理,2015/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5/管理科学,2015/管理

科学(留学生),2015/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停 

89 
[GE410078621]信息技术

应用 
[05124]黄崑 16 五[7-8 节] 八 304 

本科生：2018/公共事业管

理,2018/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8/管理科学,2018/管理

科学(留学生),2018/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停 

90 
[9P10078622]信息技术应

用 
[05124]黄崑 16 五[7-8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

理,2016/人力资源管理,2017/

公共事业管理,2017/人力资源

管理,2018/人力资源管理... 

停 

91 
[GE410078621]信息技术

应用 
[05124]黄崑 16 五[7-8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5/公共事业管

理,2015/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5/管理科学,2015/管理

科学(留学生),2015/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停 

92 
[GE410078621]信息技术

应用 
[05124]黄崑 16 五[7-8 节] 八 305 

本科生：2018/公共事业管

理,2018/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8/管理科学,2018/管理

科学(留学生),2018/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停 

93 
[9P10001182]Matlab 基础

与应用 
[08019]张江 16 五[7-8 节] 八 311 

本科生：2017/管理科学,2017/

管理科学(留学生) 
九 002 

94 [9P40061851]数据库应用 
[9P99999999]

未定教师 
16 日[1-4 节] 八 302 

成教生：2016/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夜大) 
八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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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