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代码 班级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任课教师 开课对象 选课范围（首周） 授课校区
上课地

点
上课时间

1 DOCT810004 2022202301DOCT810004.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谌中和
博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航空航天系、现代物理研究所、上海数学
中心、数学科学学院、大数据学院、类脑

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邯郸 H3209 周五/6-9节/1-11周

2 DOCT810004 2022202301DOCT810004.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 肖巍
博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2306 周五/6-9节/1-11周

3 DOCT810004 2022202301DOCT810004.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学礼
博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103 周五/6-9节/1-11周

4 DOCT810004 2022202301DOCT810004.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华初
博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203 周五/6-9节/1-11周

5 DOCT810004 2022202301DOCT810004.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伟
博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303 周五/6-9节/1-11周

6 DOCT810005 2022202301DOCT810005.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科） 哲学学院
吴晓明、邹

诗鹏等
博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
语言文学学院、新闻学院、历史学系、哲
学学院、旅游学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

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邯郸 H5301 周三/6-8节/1-12周

7 MAST610020 2022202301MAST610020.01 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学礼 硕士研究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101 周五/1-2节/1-8周

8 MAST610020 2022202301MAST610020.02 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学礼 硕士研究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101 周五/1-2节/9-16周

9 MAST610020 2022202301MAST610020.03 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学礼 硕士研究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101 周五/3-4节/1-8周

10 MAST610020 2022202301MAST610020.04 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学礼 硕士研究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1101 周五/3-4节/9-16周

11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1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刘皓滢 硕士研究生 邯郸校区各院系 邯郸 H3309 周一/6-7节/1-8周

12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徐志宏 硕士研究生 邯郸校区各院系 邯郸 H3209 周一/8-9节/1-8周

13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3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徐志宏 硕士研究生 邯郸校区各院系 邯郸 H3209 周一/6-7节/1-8周

14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4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刘皓滢 硕士研究生 邯郸校区各院系 邯郸 H3309 周一/6-7节/9-16周

15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5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王志伟 硕士研究生 江湾校区各院系 江湾 jb100 周一/6-7节/1-8周

16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6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王志伟 硕士研究生 江湾校区各院系 江湾 jb100 周一/8-9节/1-8周

17 MAST610022 2022202301MAST610022.07 自然辨证法概论 哲学学院 张明君 硕士研究生 张江校区各院系 张江 Z2306 周三/6-7节/9-16周

18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涂云新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哲学学
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院

邯郸 H2220 周三/3-4节/1-16周

19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伟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数学科学学院 邯郸 H3108 周一/8-9节/1-16周

20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伟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大数据学院 邯郸 H3108 周一/6-7节/1-16周

21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郎秀云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航空航天系、管理学院 邯郸 H2115 周一/6-7节/1-16周

22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郎秀云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上海数学中心、现代物理研究所、经济学
院（学硕）

邯郸 H2115 周一/8-9节/1-16周

23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威利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新闻学院 邯郸 H2201 周一/8-9节/1-16周

2022-2023年第一学期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统一排课）课程安排表
（2022.9-2023.1）



24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谦 硕士研究生 经济学院（专硕） 邯郸 H2115 周三/3-4节/1-16周

25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奇峰 硕士研究生 经济学院（专硕） 邯郸 H3308 周三/3-4节/1-16周

26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0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欲立 硕士研究生 经济学院（专硕） 邯郸 H3306 周三/3-4节/1-16周

27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拥军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高
等教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邯郸 H2115 周三/6/7节/1-16周

28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君夫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历史学系、旅游学系、文献信息中心 邯郸 H3409 周一/6-7节/1-16周

29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阚道远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中国语言文学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邯郸 H3308 周五/3-4节/1-16周

30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牧今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

邯郸 H2220 周三/6-7节/1-16周

31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肖巍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邯郸 H2115 周一/3-4节/1-16周

32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海江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旅游学系、经济学院、历史学系、社会发
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单考班）

邯郸 H2115 周日/6-9节/1-12周

33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瞿晓敏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2106 周五/1-2节/1-16周

34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瞿晓敏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2106 周五/3-4节/1-16周

35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瞿晓敏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2106 周五/6-7节/1-16周

36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1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济琳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2208 周四/3-4节/1-16周

37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2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济琳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枫林校区各院系 枫林 F2208 周五/3-4节/1-16周

38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毕睿罡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邯郸 H2214 周一/6-7节/1-16周

39 PTSS732001 2022202301PTSS732001.2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建昆
硕士研究生
本科直博生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邯郸 H4204 周一/6-7节/1-16周

说明：
1.本表中所列政治理论课仅限国内学生选课，外国留学生应选“中国概况”（MAST610023）或“中国概况（全英文）”（MAST610024），港澳台研究生应选“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GRAD732001）。部分院系有特殊安排的则以院
系要求或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为准。
2.“开课对象”中的“硕士研究生”，包含部分院系硕博连读项目的硕士阶段学生。
3.政治理论课分阶段开放选课，选课第一周将严格按照限定院系开放选课，具体安排可查阅“2022年秋季学期研究生选课FAQ”的相关内容。
4.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部分）、软件学院、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等院系的专业学位项目、全英文学位项目的政治理论课由院系单独组织开课、仅面向本项目研究生开放选课，相关
课程未列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