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资源〔2019〕004号 

                                          

 

关于 2019年 3月 23日全天和 24日上午博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期间课程调整的通知 

 
接校办通知，2019 年 3 月 23日全天和 24日上午我校将举行

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地点安排在教二楼、教四楼、教七楼、教

八楼、教九楼的全部教室。为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3 月 23 日

6:30 至 24 日 13：00 对教二楼、教四楼、教七楼、教八楼、教

九楼进行封楼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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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0038232]论文写作与指导 [W020100071]谭苗苗 六[1-4 节] 二 108 
成教生：2017/教育

学(夜大) 
停 

2 [8840035741]课程设计与评价 [W020100084]齐方萍 六[5-8 节] 二 108 
成教生：2017/教育

学(夜大) 
停 

3 
[ECO21043351]期权期货与其他衍

生品 
[06155]江婕 六[1-4 节] 七 107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停 

4 [ECO22146571]领导力 [11112010096]王文周 六[1-4 节] 七 206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艺 201 

5 [ECO22088211]战略管理 [0299999999]未定教师 六[1-4 节] 七 207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十 111 

6 [ECO22088211]战略管理 [88105]赵春明 六[1-4 节] 七 302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电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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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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P22165691]心理危机干预 [99999998]外聘教师 六[1-4 节] 七 402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8 
[8810136381]教育技术技能实训

Ⅲ（软件开发、电子设计） 
[06196]马宁 六[1-4 节] 七 503 

本科生：2016/教育

技术学 
电 105 

9 
[8810136371]教育技术技能实训

Ⅱ（网络工程、信息技术装备） 
[04166]傅骞 六[1-4 节] 七 504 

本科生：2017/教育

学 
艺 401 

10 
[8810136381]教育技术技能实训

Ⅲ（软件开发、电子设计） 
[01079]吴娟 六[1-4 节] 七 507 

本科生：2016/教育

技术学 
艺 507 

11 [STA22151301]统计案例实务 [11112016042]唐军 六[2-4 节] 七 203 
研究生：2018/应用

统计 
化一 

12 
[ECO21043351]期权期货与其他衍

生品 
[06155]江婕 六[5-8 节] 七 107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停 

13 [STA22151301]统计案例实务 [11112016042]唐军 六[5-7 节] 七 203 
研究生：2018/应用

统计 
停 

14 [ECO22146571]领导力 [11112010096]王文周 六[5-8 节] 七 206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艺 201 

15 [ECO22088211]战略管理 [0299999999]未定教师 六[5-8 节] 七 207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生一 

16 [ECO22088211]战略管理 [88105]赵春明 六[5-8 节] 七 302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停 

17 [FOP22165691]心理危机干预 [99999998]外聘教师 六[5-8 节] 七 402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18 
[8810136381]教育技术技能实训

Ⅲ（软件开发、电子设计） 
[06196]马宁 六[5-8 节] 七 503 

本科生：2016/教育

技术学 
电 105 

19 
[8810136371]教育技术技能实训

Ⅱ（网络工程、信息技术装备） 
[04166]傅骞 六[5-8 节] 七 504 

本科生：2017/教育

学 
电 103 

20 
[8810136381]教育技术技能实训

Ⅲ（软件开发、电子设计） 
[01079]吴娟 六[5-8 节] 七 507 

本科生：2016/教育

技术学 
艺 507 

21 [PHY21102542]弯曲时空量子场论 [11112015082]张宏宝 
六[9-12

节] 
七 201 

研究生：2017/光

学,2017/理论物

理,2017/凝聚态物

理,2018/光

学,2018/理论物

理,2018/粒子物理

与原子核物理... 

电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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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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CO22031811]教育管理学 [06735]侯龙龙 
六[9-12

节] 
七 206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十 111 

23 [0410143841]综合英语Ⅱ [01078]祝珣 六[1-4 节] 八 104 

本科生：2018/地理

科学(师范),2018/

汉语言文学(师

范),2018/化学(师

范),2018/历史学

(师范)... 

停 

24 [9R10118192]法语写作（二） 
[11212013112]Bertrand 

A.J Millon 
六[1-4 节] 八 107 

本科生：2016/国际

经济与贸易(瀚

德)-法语 

艺 505 

25 [FOP22085811]应用心理学专题 [05255]田效勋 六[1-4 节] 八 109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26 [FOP22172861]大小数据融合 [99999998]外聘教师 六[1-4 节] 八 112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27 [0210060501]市场营销 [11112012042]童璐琼 六[1-3 节] 八 201 

本科生：2017/国际

经济与贸易(辅

修),2018/国际经济

与贸易(辅修) 

十 110 

28 [SOC22056452]社会研究方法 [02080]赵孟营 六[2-4 节] 八 110 
研究生：2018/社会

工作 
艺 403 

29 [FOP22085811]应用心理学专题 [05255]田效勋 六[5-8 节] 八 109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30 [FOP22172861]大小数据融合 [99999998]外聘教师 六[5-8 节] 八 112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31 [LAW22033861]经济法 [06127]张江莉 六[5-7 节] 八 201 
研究生：2018/法律

（非法学） 
艺 401 

32 [EDU21095931]中小学生危机干预 [09023]马利文 六[5-7 节] 八 208 

研究生：2017/课程

与教学论,2018/课

程与教学论,2018/

心理健康教育 

艺 402 

33 [SOC22056452]社会研究方法 [02080]赵孟营 六[6-8 节] 八 110 
研究生：2018/社会

工作 
艺 403 

34 [0840033862]经济法 [0899999999]未定教师 
六[9-12

节] 
八 210 

成教生：2017/法学

(夜大) 
停 

35 
[EDU21110641]个性与社会性发展

辅导 
[09023]马利文 六[1-3 节] 九 402 

研究生：2017/课程

与教学论,2018/课

程与教学论,2018/

心理健康教育 

艺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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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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GE610080821]学校素质拓展教练

课程 
[85099]陈飞星 六[6-8 节] 九 402 

本科生：2015/传播

学,2015/地理科

学,2015/地理科学

(师范)... 

停 

37 [GOV20045571]人力资源管理 [04141]于海波 日[1-4 节] 二 101 
研究生：2018/公共

管理 
停 

38 
[SOC21162591]实用卫生统计与流

行病学 
[07134]梁小云 日[2-4 节] 四 102 

研究生：2018/公共

管理 
电 105 

39 [ECO22060501]市场营销 [11112010051]苏凇 日[1-4 节] 七 107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停 

40 [9P40037751]领导力与组织管理 [9P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七 201 
成教生：2017/人力

资源管理(夜大) 
艺 402 

41 [LAW22014581]法律英语 [11112012007]印波 日[1-4 节] 七 202 

研究生：2017/法律

（非法学）,2018/

法律（非法学） 

十 110 

42 [9P40034141]经济学原理 [9P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七 204 
成教生：2017/人力

资源管理(夜大) 
停 

43 [ECO22146571]领导力 [11112010096]王文周 日[1-4 节] 七 206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艺 201 

44 [9P40165241]行政法概论 [9P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七 301 
成教生：2017/行政

管理(夜大) 
停 

45 [ECO22088211]战略管理 [88105]赵春明 日[1-4 节] 七 302 
研究生：2018/工商

管理 
电 106 

46 [FOP22060711]视觉传达设计 [99999998]外聘教师 日[1-4 节] 七 303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生一 

47 [9P40019801]公共政策分析 [9P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七 305 

成教生：2017/公共

事业管理（房地产

管理方向） 

艺 507 

48 
[FOP22104461]心理咨询过程与方

法 
[11312017008]李非寒 日[1-4 节] 七 402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49 
[EDU21153831]创客教育的理念与

实践 
[04166]傅骞 日[1-4 节] 七 503 

研究生：2017/教育

技术学,2018/教育

技术学 

艺 505 

50 [0710040481]民间文学概论 [99059]万建中 日[3-4 节] 七 101 
本科生：2018/汉语

言文学(辅修) 
艺 401 

51 [0240005451]创业学 [38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103 

成教生：2015/国际

经济与贸易(夜

大),2017/工商管理

(夜大),2017/会计

学(夜大),...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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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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0240019491]公共关系学 [02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104 

成教生：2015/国际

经济与贸易(夜

大),2017/人力资源

管理(夜大) 

停 

53 [0240005451]创业学 [02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105 

成教生：2015/国际

经济与贸易(夜

大),2017/工商管理

(夜大),2017/会计

学(夜大),2017/人

力资源管理(夜

大)... 

停 

54 [0240027921]货币银行学 [02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108 

成教生：2017/工商

企业管理(夜

大),2017/会计(夜

大) 

停 

55 [SOC22056452]社会研究方法 [02080]赵孟营 日[2-4 节] 八 110 
研究生：2018/社会

工作 
艺 403 

56 
[FOP22170511]胜任力模型构建与

应用 
[07045]徐建平 日[1-4 节] 八 111 

研究生：2018/应用

心理 
停 

57 [0740168241]唐宋散文史 [W020800035]余丹 日[1-4 节] 八 202 
成教生：2017/汉语

言文学(夜大) 
停 

58 
[0840155961]法学学术论文写作

方法 
[08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210 

成教生：2017/法学

(夜大) 
停 

59 [0840088541]证据法学 [08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211 
成教生：2016/法学

(夜大) 
停 

60 [9P40061851]数据库应用 [9P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302 

成教生：2016/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夜大) 

停 

61 [9P40025081]行政法 [9P99999999]未定教师 日[1-4 节] 八 209 
成教生：2017/行政

管理(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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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