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 学 教务部文件 
师教资源〔2019〕020号 

                                          

 

关于 2019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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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2日晚上我校将举行本科新

生英语分班考试，地点安排在教七楼、教九楼的全部教室以及教

二楼、教四楼、教八楼的部分教室。为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9

月 2日 18:00-20:30对教七楼、教九楼进行封楼管理，所涉及教

室的课程均做停调课处理，同时对所涉及的教二楼、教四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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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E20083671]英语 
[11312017348]

张庆霞 
一[9-12 节] 九102 

研究生：2018/体育教学,2018/运

动训练,2019/体育教学,2019/运动

训练 

停 

2 
[GE610007761]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治 
[97048]卢晨阳 一[9-10 节] 九103 

本科生：2016/公共事业管

理,2016/公共事业管理(留学

生),2016/管理科学,2016/管理科

学(留学生),2016/管理科学与工程

类... 

艺 401 

3 
[LAW22044051]侵权

法 

[11112013036]

赵晓舒 
一[9-10 节] 九104 研究生：2018/法律（非法学） 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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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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PP21019801]公共政

策分析 
[08016]张强 一[9-11 节] 九201 

研究生：所有年级/比较教育学,所

有年级/非营利组织管理,所有年

级/公共管理,所有年级/社会保障,

所有年级/社会工作,所有年级/社

会工作 （珠海）... 

十 111 

5 

[GE410070341]微软办

公软件国际认证专修

课 

[01070]肖融 一[9-10 节] 九202 

本科生：2018/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2018/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留

学生),2018/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2018/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留学

生)... 

八 305 

6 
[1610061831]数据库

系统原理 
[96081]别荣芳 一[9-10 节] 九303 

本科生：2017/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201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留学

生),201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

范) 
科技楼 C 区

506 

7 
[1610061831]数据库

系统原理 
[96081]别荣芳 一[9-10 节] 九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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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610061831]数据库

系统原理 
[05060]党德鹏 一[9-10 节] 九302 

本科生：2017/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201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留学

生),201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

范) 停 

9 
[1610061831]数据库

系统原理 
[05060]党德鹏 一[9-10 节] 九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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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210116231]大气物

理学 

[11112010107]

吴其重 
一[9-11 节] 九304 

本科生：2017/物理学,2017/物理

学(留学生),2017/物理学(协同创

新实验班) 

二 214 

11 
[0810137031]劳动法

与社会保障法学 
[06045]林艳琴 一[9-10 节] 七101 

本科生：2017/法学,2017/法学(留

学生) 
电 104 

12 
[FOR21014992]翻译

学概论 

[11112010001]

张政 
一[9-10 节] 七106 

研究生：2019/俄语语言文

学,2019/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2019/英语语言文学 

生一 

13 
[1010034321]景观生

态学 
[01135]寇晓军 一[9-11 节] 七201 

本科生：2016/生物科学,2016/生

物科学(励耘),2016/生物科学(留

学生),2017/生物科学,2017/生物

科学(励耘)... 

二 205 

14 
[GE310171311]十四年

抗日战争史 

[11132017313]

孙会修 
一[9-10 节] 七202 

本科生：2016/历史学,2016/历史

学(励耘),2016/历史学(留学

生),2016/历史学(师范),2017/历史

学... 

八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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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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NV21027241]环境

数学 
[04035]杨晓华 一[9-11 节] 七204 

研究生：2016/环境工程,2016/环

境科学,2016/环境生态学,2016/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016/水力

学及河流动力学... 

化二 

16 
[ECO21017621]高级

宏观经济学Ⅰ 

[11112015111]

张瑞新 
一[9-11 节] 七206 

研究生：2019/国际贸易学,2019/

教育经济与管理,2019/金融

学,2019/劳动经济学,2019/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二 410 

17 
[GE610174631]网络与

人工智能法 

[11112011021]

刘德良 
一[9-11 节] 七207 

本科生：2017/法学,2017/法学(瀚

德)-法语,2017/法学(瀚德)-西班

牙语,2018/法学,2018/法学(瀚

德)-德语... 

二 103 

18 
[BIO21104231]细胞骨

架系统 
[94011]任海云 一[9-10 节] 七301 研究生：2019/生物学 二 112 

19 
[1710038391]旅游地

理学 
[97062]黄宇 一[9-10 节] 七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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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20 
[1110029052]计算代

数 
[90018]何青 一[9-11 节] 七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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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9P40078861]信息系

统分析与设计 

[99999999]未

定教师 
一[9-12 节] 七305 

成教生：2016/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夜大) 
二 114 

22 
[EDU20168871]教育

原理 

[11112010037]

班建武 
一[9-11 节] 七306 

研究生：2019/教育管理,2019/学

科教学（语文） 
二 104 

23 
[0810079201]刑事诉

讼法学 
[06091]孟军 一[9-11 节] 七307 本科生：2017/法学(辅修) 二 106 

24 
[0210088671]政治经

济学 
[92057]李由 一[9-11 节] 七402 

本科生：2018/工商管理(留学

生),2018/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

生),2018/会计学(留学生),2018/金

融学(留学生)... 

二 111 

25 
[0710002711]比较文

学概论 

[BA2017010]

冯欣 
一[9-10 节] 七406 

本科生：2017/汉语言文学(留学

生) 
二 203 

26 
[EDU22180291]教师

情感与专业素养 

[W020100100]

史渊萍 
一[9 节] 七502 

研究生：2019/学科教学（英

语）,2019/学科教学（语文） 
二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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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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610036651]劳动社

会学 
[07005]赵炜 一[9-10 节] 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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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28 
[GE610036651]劳动社

会学 
[07005]赵炜 一[9-10 节] 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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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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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