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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并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实践。工作量为4学时。
（2）社会调查：调查地点可选择中国革命圣地和革命老区，实地了解中国革命历史；
或选择农村，或选择城镇，了解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结合论文
选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有关资料。时间为三周。最后以5000字的调查

 

中共党史 030204 
  

一、 培养目标  

 

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学术创新思维和具有良好学术道德的研究型人才。中共党史
属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就专业研究的内容看又属于历史学。该专业培养的
人才去向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各类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的教学工作。以及党
政机关的高级管理工作。根据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规定以下几个具体的培养目
标： 
第一，形成学术研究的思维，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在熟练掌握
本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直接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在学习和研究中养成现代学人应
具备的良好素质：（1）树立牢固的专业的思想。（2）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关注国
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3）培养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学术化的道路。根据党史学科的
特殊性，更突出地强调党史研究要尊重历史事实，因而，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中，要教育和培养学生注重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克服浮躁情绪和教条式的方法，防止
把党史研究变成单纯的宣传或简单的注解。 
第二，扩大知识面，拓宽研究领域和视野。努力打破学科界限，有意识借助校内其它
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在教学和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发
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使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与其他学科相互依存，使之变成一门真正
有意义的学科。培养出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良好知识结构的人才。 
第三，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把思想道德和人格教育放在突出地位，除了导师的
言传身教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本专业将针对学生所面临的大环境，倡导良好的“为
学为人”之道；提倡博学而笃志、有所作为和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培养出具有良好
学术道德和人格修养的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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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为依据进行成绩的考核。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每学期每人在本专业研究生范围内作一次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一次；学术前沿讲
座一次。 
最后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和水平和参加学术报告的次数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
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
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
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
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立论文题目到论文写作完成，大约二年时间。 
（二）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基本达到下列标准： 
1、论文选题首先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次，或角度新颖或具有创新性。 
2、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3、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逻辑严禁。 
4、以较为丰富和先进准确的史料为依据，并能恰当地运用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使
论证有说服力，不空泛。 
5、论文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6、语言通畅，观点鲜明正确。 
7、论文的写作既要遵守学术规范，也要遵守道德规范。正确借鉴和运用已有的相关
成果。 
8、经过修改后的论文，能公开发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在学习期间至少要在本专业范围内做一次学术
报告；有两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于核心期刊。具体表现： 
第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规范。 
第二，能辨析和分析文献资料，并能在研究中正确运用这些资料。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问题中，具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第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1、确立论文题目，并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框架。 
2、在教师指导下，经过修改，可以形成结构合理的论文写作提纲。 
3、在论文的写作中能做到文笔流畅，思路清晰，有逻辑性。 
第五，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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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最多延长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现代化 

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历史使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中
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历史。 
特色：注重比较研究，即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比
较；重视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致力于整体探讨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意义：对于探索中国现代化持续发
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杜艳华教授、博导 
杨宏雨教授、博导  

2 
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现代思想
文化 

主要内容：研究中共党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陈独秀、李
大钊、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特色：注重研究
人物思想、性格和历史地位；重点研究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一些
人物，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注意人物思想比较研究。
意义：对于推动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和推进学科发展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学价值。 

杨宏雨教授、博导 
杜艳华教授、博导  

3 
中国共产党与
社会主义建设 

主要内容：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包括重
大事件、重大决策、历史转折等。 
特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史论结合；注重中国共产党领
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寻找历史规律，发挥历史的
资政作用。 
意义：这个方向的研究，可为今天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国家建
设和推进现代化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高晓林教授、博导 
李冉副教授  

4 
中国共产党执
政理论与中国
政治发展 

主要内容：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包括政党政治的基本原
理、中国政治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执政机理、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政治发展的关系。 
特色：搞清基本原理；以学理为支撑，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规
律，以及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意义：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艳华教授、博导 
李冉副教授 
高晓林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TSS820007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
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8 

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研
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TSS830008 中华民国史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5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6 毛泽东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7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8 周恩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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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10 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11 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1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下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必读  
13 政党与政党体制 G.萨托利 必读  
14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王沪宁 必读  
15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林尚立 必读  
16 现代化新论 罗荣渠 选读  
17 中华民国史 李新主编 必读  
18 国共关系史（上中下） 黄修荣 必读  
19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麦克法夸尔 选读  
20 国史札记 林蕴晖 选读  
2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选读  
22 中国社会科学 人民出版社 选读  
23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选读  
24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选读  
26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7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8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9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0 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选读  
31 比较现代化 布莱克编 必读  
32 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等主编 必读  
33 百年潮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学
会 

选读  
34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选读  
35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选读  
3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21卷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选读  
  

4



·5· 

中共党史（硕博连读） 030204a  
            
一、 培养目标  

 

为整体培养硕士和博士阶段的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提供充裕的时间段，使学生下功
夫认真学习，吸引和保证优秀研究生尽快进入博士生培养阶段，特制订本培养计划。
中共党史属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就专业研究的内容看又属于历史学。本学
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优良综合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级党史党建理论
人才。要求硕博连读研究生扎实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发展历史与党的学说，
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同时还了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
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主要是适应党政机关、教育科研、企事业等单位的决策调
研、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思想政治以及教学科研工作。 
具体根据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规定以下几个具体的培养目标： 
第一，形成学术研究的思维，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高级研
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五年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本功。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进行严
格的学术训练，以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在教学、研究和导师指导过程中，形
成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在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
的基础上，直接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在学习和研究中养成现代学人应具备的良好素质：
（1）树立牢固的专业的思想。（2）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关注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
沿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3）培养勇
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学术化的道路。根据党史学科的特殊性，更突出地
强调党史研究要尊重历史事实，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中，要教育和培养学生注
重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克服浮躁情绪和教条式的方法，防止把党史研究变成单纯的宣
传或简单的注解。 
第二，扩大知识面，拓宽研究领域和视野。努力打破学科界限，有意识借助校内其它
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在教学和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发
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使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与其他学科相互依存，使之变成一门真正
有意义的学科。培养出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良好知识结构的人才。 
第三，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把思想道德和人格教育放在突出地位，除了导师的
言传身教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本专业将针对学生所面临的大环境，倡导良好的“为
学为人”之道；提倡博学而笃志、有所作为和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培养出具有良好
学术道德和人格修养的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8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3 6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硕士阶段（第一和第二学年） 
（1）教学实践：准备一堂课的教学内容，并进行一次试讲；参加本科生的课堂讨论
或协助主讲教师进行答疑。了解教学环节和教学的基本要求。工作量为4学时。 
（2）社会调查：调查地点可选择中国革命圣地和革命老区；或选择农村（先进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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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两个地方）；或选择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实地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了
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现实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时间为两周。以5000字的调查报告作为依据进
行成绩的考核。 
2．转博后的博士阶段： 
（1）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并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实践。工作量为4学时。
（2）社会调查：调查地点可选择中国革命圣地和革命老区，实地了解中国革命历史；
或选择农村，或选择城镇，了解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结合论文
选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有关资料。时间为三周。最后以5000字的调查
报告作为依据进行成绩的考核。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1．硕士阶段（第一和第二学年） 
每学年有至少有四次学术活动：参加学术报告一次；学术前沿讲座一次；由导师和本
专业研究生共同举办的学术沙龙至少两次。 
每位研究生每学年结合本学期的学术活动做一次总结，就自己体会最深和最有启发的
问题向导师做一次汇报。 
 2．转博后的博士阶段： 
每学年每人在本专业研究生范围内作一次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一次；学术前沿讲
座一次。 
最后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和水平和参加学术报告的次数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
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
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
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
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立论文题目到论文写作完成，大约二年时间。 
（二）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基本达到下列标准： 
1．论文选题首先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次，或角度新颖或具有创新性。 
2．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3．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逻辑严禁。 
4．以较为丰富和先进准确的史料为依据，并能恰当地运用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使
论证有说服力，不空泛。 
5．论文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6．语言通畅，观点鲜明正确。 
7．论文的写作既要遵守学术规范，也要遵守道德规范。正确借鉴和运用已有的相关
成果。 
8．经过修改后的论文，能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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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在学习期间至少要在本专业范围内做一次学术
报告；有两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于核心期刊。具体表现： 
第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规范。 
第二，能辨析和分析文献资料，并能在研究中正确运用这些资料。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问题中，具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第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1．确立论文题目，并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框架。 
2．在教师指导下，经过修改，可以形成结构合理的论文写作提纲。 
3．在论文的写作中能做到文笔流畅，思路清晰，有逻辑性。 
第五，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多延长2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培养阶段：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课程学习为主，时间为一年半至二年。以资格考试的结果作为能否进入
第二阶段的依据。第二阶段，通过资格考试和综合考核，取得博士生身份，以科学研
究和拟定博士学位论文为主，享受博士生待遇，时间一般为三年半。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现代化 

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历史使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中
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历史。 
特色：注重比较研究，即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比
较；重视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致力于整体探讨中国共
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意义：对于探索中国现代化持续发
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杜艳华教授、博导 
杨宏雨教授、博导  

2 
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现代思想
文化 

主要内容：研究中共党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陈独秀、李
大钊、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特色：注重研究
人物思想、性格和历史地位；重点研究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一些
人物，如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注意人物思想比较研究。
意义：对于推动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和推进学科发展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学价值。 

杨宏雨教授、博导 
杜艳华教授、博导  

3 
中国共产党与
社会主义建设 

主要内容：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包括重
大事件、重大决策、历史转折等。 
特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史论结合；注重中国共产党领
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寻找历史规律，发挥历史的
资政作用。 
意义：这个方向的研究，可为今天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国家建
设和推进现代化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高晓林教授、博导 
李冉副教授  

4 
中国共产党执
政理论与中国
政治发展 

主要内容：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包括政党政治的基本原
理、中国政治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执政机理、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政治发展的关系。 
特色：搞清基本原理；以学理为支撑，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规
律，以及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意义：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艳华教授、博导 
李冉副教授 
高晓林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TSS620004 前沿讲座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13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17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TSS620023 国共关系史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24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
发展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7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
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8 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研 马克思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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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义学院 

专业选修
课 

PTSS630008 当代社会思潮评述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11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12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08 中华民国史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5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6 毛泽东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7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8 周恩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9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10 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11 周恩来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必读  
12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下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必读  
13 政党与政党体制 G.萨托利 必读  
14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王沪宁 必读  
15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林尚立 必读  
16 现代化新论 罗荣渠 选读  
17 中华民国史 李新主编 必读  
18 国共关系史（上中下） 黄修荣 必读  
19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麦克法夸尔 选读  
20 国史札记 林蕴晖 选读  
2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选读  
22 中国社会科学 人民出版社 选读  
23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选读  
24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选读  
26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7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8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9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0 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选读  
31 比较现代化 布莱克编 必读  
32 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等主编 必读  
33 百年潮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学
会 

选读  
34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选读  
35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选读  
3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21卷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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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1  
            
一、 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属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
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级人才。要求博士研究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同时还了解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一定的
组织管理能力；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主要是适应党政机关、教育科研、企事
业等单位的决策调研、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思想政治以及教学科研工作。 
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一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高级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
本功。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在教学、研究和导师指导过程中，形成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培养具有较广知识面和较强工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充分借
助本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各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在教学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兼顾本专业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能力
的培养。 
三是特别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内
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以适应毕业后进入较高层次研究和工作的需要。 
四是遵守学术规范，培养健全人格。注重把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放在重要位
置，针对“大环境”的变化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的
探索与创新。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工作量为4-6学时）。 
社会实践：结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选题，开展包括社会调查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时
间一至二周），并以调查报告作为考查依据。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前两个学年的每学期内，至少在本专业研究生范围内作学术报
告1次，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前沿讲座。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进行考核
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
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所具
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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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
工作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
开始博士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定论文题目到写作完成，至少一年半。 
（二）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写作，并以是否达到下列要求进行评价： 
1.遵守学术规范，切不可弄虚作假； 
2.论文选题应具有学术价值，包括观点和方法上力争有所创新； 
3.重要观点不能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抵触； 
4.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选题应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5.论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楚，逻辑严谨一致； 
6.论之有据，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夸夸其谈，不膨胀篇幅； 
7.论文完成后应能公开发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进行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在学期间至少在本学科领域做1次学术报
告，在学校规定的指导期刊范围内发表2篇学术论文。 
可资检验的评价标准有： 
（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 
（二）能辨析各种文献资料，并能有效运用这些资料。 
（三）在学习和研究中，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包括： 
1. 确立研究题目，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思路和框架； 
2. 在导师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结构比较合理的写作提纲； 
3. 论文写作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并能做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 
（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最多延长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马克思主义基
础理论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2.列宁主义研究 
3.毛泽东思想研究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肖巍教授、博导 
钱箭星教授 
吴海江教授 
瞿晓敏副教授 

 

2 
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2.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4.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肖巍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陆炜副教授 

 

3 
马克思主义与
现代文明 

1.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 
3.现代性、现代化与现代文明 
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 

徐宗良教授、博导 
钱箭星教授 
陈华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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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然辩证法研
究 

1.马克思主义论科学技术 
2.自然辩证法专题研究 
3.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 
4.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教育 

徐宗良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刘学礼副教授 
朱伟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TSS820002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TSS830010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
学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11 
当代中国理论与现实问
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列宁专题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毛泽东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选读  
6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7 江泽民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8 毛泽东年谱 人民出版社 选读  
9 

（十三大以后党的历次党代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选读  
10 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1 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2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3 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4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5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6 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7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8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9 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0 求是 中共中央委员会 选读  
21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22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23 毛泽东思想研究 
四川社科院、四川社联、中共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选读  
24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选读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选读  

26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运史学
会 

选读  

27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8 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 

选读  
2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3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
部 

选读  

31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
部 

选读  
32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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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博连读） 030501a  
            
一、 培养目标  

 

为整体培养硕士博士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提供充裕的时间段，使
学生下功夫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吸引和保证优秀研究生尽快进入博士
生培养阶段，特制订本培养计划。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属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
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级人才。要求硕博连读研究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同时还了解政治
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主要是适应党政机关、教育科研、
企事业等单位的决策调研、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思想政治以及教学科研工作。 
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一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高级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五年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
本功。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在教学、研究和导师指导过程中，形成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培养具有较广知识面和较强工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充分借
助本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各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在教学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兼顾本专业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能力
的培养。 
三是特别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内
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以适应毕业后进入较高层次研究和工作的需要。 
四是遵守学术规范，培养健全人格。注重把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放在重要位
置，针对“大环境”的变化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的
探索与创新。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8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3 6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硕士阶段（第一和第二学年） 
本专业硕士生必须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校期间从事以下几方面的社会
实践活动： 
（1）参加一定社会调查活动，并写出较为详尽的调查分析报告。 
（2）在第四学期承担6节以上的本科专业课的教学辅导工作或担任10周以上的见习辅
导员和助理辅导员工作。 
（3）在论文完成以后到有关部门进行2周以上的挂职锻炼。 
（4）参加一定工作量的本系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 
2．转博后的博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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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工作量为4-6学时）。 
社会实践：结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选题，开展包括社会调查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时
间一至二周），并以调查报告作为考查依据。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1．硕士阶段（第一和第二学年）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与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并且必须参加和听取有关学术报告活
动，在学期间至少听5次，作2次报告。 
须参加6次以上的前沿讲座及讨论，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对国内和国外
学术界中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进行研究。同时就前沿问题撰写学期论文，以把握国内
外学术界前沿理论和最新研究动态的基本情况。 
2．转博后的博士阶段： 
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前两个学年每学年内，至少在本专业研究生范围内作学术报告
1次，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前沿讲座。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进行考核评
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
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
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
工作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
开始博士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立论文题目到论文写作完成，大约二年时间。 
（二）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基本达到下列标准： 
1．论文选题首先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次，或角度新颖或具有创新性。 
2．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3．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逻辑严禁。 
4．以较为丰富和先进准确的史料为依据，并能恰当地运用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使
论证有说服力，不空泛。 
5．论文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6．语言通畅，观点鲜明正确。 
7．论文的写作既要遵守学术规范，也要遵守道德规范。正确借鉴和运用已有的相关
成果。 
8．经过修改后的论文，能公开发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在学习期间至少要在本专业范围内做一次学术
报告；有两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于核心期刊。具体表现： 
第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规范。 
第二，能辨析和分析文献资料，并能在研究中正确运用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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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学习和研究问题中，具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第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1．确立论文题目，并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框架。 
2．在教师指导下，经过修改，可以形成结构合理的论文写作提纲。 
3．在论文的写作中能做到文笔流畅，思路清晰，有逻辑性。 
第五，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多延长2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培养阶段：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课程学习为主，时间为一年半至二年。以资格考试的结果作为能否进入
第二阶段的依据。 
第二阶段，通过资格考试和综合考核，取得博士生身份，以科学研究和拟定博士学位
论文为主，享受博士生待遇，时间一般为三年半。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马克思主义基
础理论研究 

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2.列宁主义研究 
3.毛泽东思想研究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肖巍教授、博导 
钱箭星教授 
吴海江教授 
瞿晓敏副教授 

 

2 
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2.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 
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4.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肖巍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陆炜副教授 

 

3 
马克思主义与
现代文明 

1.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 
3.现代性、现代化与现代文明 
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 

徐宗良教授、博导 
钱箭星教授 
陈华杰副教授 

 

4 
自然辩证法研
究 

1.马克思主义论科学技术 
2.自然辩证法专题研究 
3.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 
4.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教育 

徐宗良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刘学礼副教授 
朱伟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TSS620004 前沿讲座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PTSS62002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文献选读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2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TSS62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
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26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
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2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TSS630008 当代社会思潮评述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10 国外社会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21 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10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
学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11 
当代中国理论与现实问
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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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选读  
2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江泽民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毛泽东年谱 人民出版社 选读  
5 

（十三大以后党的历次党代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选读  
6 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7 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8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9 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0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1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2 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3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4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5 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6 求是 中共中央委员会 选读  
17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1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19 毛泽东思想研究 
四川社科院、四川社联、中共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选读  

20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运史学
会 

选读  

21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2 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 

选读  
23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
部 

选读  

25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
部 

选读  
26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8 列宁专题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9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0 毛泽东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选读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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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30503  
            
一、 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培养具有良
好综合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级人才。要求博士研究生较好地掌握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同时还了解政
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
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主要是适应党政机关、教育科研、
企事业等单位的决策调研、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思想政治以及教学科研工作。 
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一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高级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
本功。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在教学、研究和导师指导过程中，形成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培养具有较广知识面和较强工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充分借
助本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各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在教学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兼顾本专业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能力
的培养。 
三是特别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内
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以适应毕业后进入较高层次研究和工作的需要。 
四是遵守学术规范，培养健全人格。注重把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放在重要位
置，针对“大环境”的变化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的
探索与创新。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工作量为4-6学时）。 
社会实践：结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选题，开展包括社会调查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时
间一至二周），并以调查报告作为考查依据。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前两个学年的每学期内，至少在本专业研究生范围内作学术报
告1次，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前沿讲座。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进行考核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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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
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所具
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
工作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
开始博士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定论文题目到写作完成，至少1年半。 
（二）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写作，并以是否达到下列要求进行评价： 
1.遵守学术规范，切不可弄虚作假； 
2.论文选题应具有学术价值，包括观点和方法上力争有所创新； 
3.重要观点不能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抵触； 
4.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选题应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5.论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楚，逻辑严谨一致； 
6.论之有据，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夸夸其谈，不膨胀篇幅； 
7.论文完成后应能公开发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进行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在学期间至少在本学科领域做一次学术报
告，在学校规定的指导期刊范围内发表两篇学术论文。 
可资检验的评价标准有： 
（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 
（二）能辨析各种文献资料，并能有效运用这些资料。 
（三）在学习和研究中，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包括： 
1. 确立研究题目，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思路和框架； 
2. 在导师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结构比较合理的写作提纲； 
3. 论文写作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并能做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 
（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最多延长3年。  

九、 其他  

   

            
  

17



·18·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
践 

1、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研究 
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4、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 

顾钰民教授、博导 
钱箭星教授 
陈华杰副教授 
郎秀云副教授 

 

2 
当代中国经济、
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建设 

1、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研究 
2、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研究 
3、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 
4、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5、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顾钰民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谌中和副教授 
朱晓慧副教授 

 

3 
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与
发展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条件与契机研究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方式与主体研究 
3、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体系研究 
4、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思维研究 

杜艳华教授、博导 
杨宏雨教授、博导 
张济琳副教授 
李冉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TSS820002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TSS830010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
学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11 
当代中国理论与现实问
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选读  
2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江泽民文选 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毛泽东年谱 人民出版社 选读  
5 

（十三大以后党的历次党代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选读  
6 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7 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8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9 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0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1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2 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3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4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5 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6 求是 中共中央委员会 选读  
17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1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19 毛泽东思想研究 
四川社科院、四川社联、中共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选读  

20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运史学
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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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2 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 

选读  
23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
部 

选读  

25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
部 

选读  
26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8 列宁专题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9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0 毛泽东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选读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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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001  
            
一、 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
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级人才，要求博士研究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与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同时
还了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有较强的科学研
究能力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主要是适应党政机关、
教育科研、企事业等单位的决策调研、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思想政治以及教学科研
工作。 
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一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高级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
本功。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在教学、研究和导师指导过程中，形成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培养具有较广知识面和较强工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充分借
助本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各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在教学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兼顾本专业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能力
的培养。 
三是特别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内
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以适应毕业后进入较高层次研究和工作的需要。 
四是遵守学术规范，培养健全人格。注重把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放在重要位
置，针对“大环境”的变化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的
探索与创新。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工作量为4-6学时）。 
社会实践：结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选题，开展包括社会调查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时
间一至二周），并以调查报告作为考查依据。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前两个学年的每学期内，至少在本专业教师和研究生沙龙作学
术报告1次，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前沿讲座。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进行
考核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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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
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所具
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
工作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
开始博士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定论文题目到写作完成，至少1年半。 
（二）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写作，并以是否达到下列要求进行评价： 
1. 遵守学术规范，切不可弄虚作假； 
2. 论文选题应具有学术价值，包括观点和方法上力争有所创新； 
3. 重要观点不能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抵触； 
4. 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选题应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5. 论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楚，逻辑严谨一致； 
6. 论之有据，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夸夸其谈，不膨胀篇幅； 
7. 论文完成后应能公开发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进行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在学期间至少在本学科领域做1次学术报
告，在学校规定的指导期刊范围内发表2篇学术论文。 
可资检验的评价标准有： 
（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 
（二）能辨析各种文献资料，并能有效运用这些资料。 
（三）在学习和研究中，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包括： 
1. 确立研究题目，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思路和框架； 
2. 在导师指导下，进一步形成结构比较合理的写作提纲； 
3. 论文写作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并能做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 
（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最多延长3年。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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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1.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 
3.政治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邱柏生教授、博导 
董雅华教授  

2 
现代德育比较
研究 

1.现代德育理论研究 
2.德育模式国别比较研究 
3.德育文化研究 

王贤卿教授、博导 
徐蓉副教授  

3 公民教育研究 

1.公民教育的基础理论 
2.公民教育国别比较研究 
3.公民教育与政治社会化 
4.公民教育与政治文明 

高国希教授、博导 
邱柏生教授、博导 
邵晓莹副教授 

 

4 
道德理论与道
德教育 

1.道德理论类型与方法 
2.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3.思想道德修养 

高国希教授、博导 
陈金华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TSS820001 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2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10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
方法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TSS830006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前沿
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07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
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理想国 商务印书馆 必读  
4 尼各马可伦理学 商务印书馆 必读  
5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6 道德形而上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7 论语 中华书局 必读  
8 孟子 中华书局 必读  
9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徐复观上海三联书店 选读  
10 Intelligent virtue Julia Annas, Oxford 2011 选读  
11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Peterson & Seligman,Oxford 选读  
12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 施密特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选读  
13 

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
想 

希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10年 

选读  
14 公民教育引论 檀传宝等著，人民出版社 选读  
15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马歇尔等，江苏人民出版社 选读  
16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曼海姆华夏出版社2001年 选读  
17 意识形态 俞吾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选读  
18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汤普森，译林出版社2005 选读  
19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 选读  
20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 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选读  
21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选读  
22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23 伦理学研究 中国伦理学会 选读  
24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
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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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运史学
会 

选读  

26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7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 选读  
28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9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选读  
30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 选读  
31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32 学术与政治 韦伯，三联书店1998年 选读  
33 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4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5 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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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硕博连读） 030505001a  
            
一、 培养目标  

 

为整体培养硕士博士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提供充裕的时间段，使学生下
功夫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吸引和保证优秀研究生尽快进入博士生培养
阶段，特制订本培养计划。 
思想政治教育属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
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级人才。要求硕博连读研究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同时还了解政治学、社
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一定的组
织管理能力；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主要是适应党政机关、教育科研、企事业
等单位的决策调研、宣传教育、行政管理、思想政治以及教学科研工作。 
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一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的高级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五年内打下坚实的专业基
本功。通过大量阅读与思考，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以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
在教学、研究和导师指导过程中，形成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培养具有较广知识面和较强工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充分借
助本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各学科的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和训练。
在教学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兼顾本专业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能力
的培养。 
三是特别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内
外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和有关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以适应毕业后进入较高层次研究和工作的需要。 
四是遵守学术规范，培养健全人格。注重把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人格教育放在重要位
置，针对“大环境”的变化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方式的
探索与创新。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8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3 6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硕士阶段（第一和第二学年） 
本专业硕士生必须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校期间从事以下几方面的社会
实践活动： 
（1）参加一定社会调查活动，并写出较为详尽的调查分析报告。 
（2）在第四学期承担6节以上的本科专业课的教学辅导工作或担任10周以上的见习辅
导员和助理辅导员工作。 
（3）在论文完成以后到有关部门进行2周以上的挂职锻炼。 
（4）参加一定工作量的本系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 
2．转博后的博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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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准备二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实际课堂教学（工作量为4-6学时）。 
社会实践：结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选题，开展包括社会调查等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时
间一至二周），并以调查报告作为考查依据。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1．硕士阶段（第一和第二学年）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与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并且必须参加和听取有关学术报告活
动，在学期间至少听5次，作2次报告。 
须参加6次以上的前沿讲座及讨论，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对国内和国外
学术界中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进行研究。同时就前沿问题撰写学期论文，以把握国内
外学术界前沿理论和最新研究动态的基本情况。 
2．转博后的博士阶段： 
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前两个学年每学年内，至少在本专业教师和研究生沙龙作学术
报告1次，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前沿讲座。根据本人的学术报告进行考
核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
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开始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
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及其
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博士生在第三学期期末前，结合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资格考试者
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文献综述报告
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试委员会就考
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博士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
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是指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在开展博士学位论文
工作之前所进行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相关内容的考试。目的是考核应试者在
开始博士论文工作时是否已经具备所学专业应该掌握的较为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
系统的专门知识，考察应试者对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及前沿知识掌握的情况，以
及其所具有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硕博连读生在第七学期期末前，结合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通
过资格考试者才能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考核具体方式是提交1.5万字的学位论文
文献综述报告并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中提交，接受资格考试委员会组成专家的提问，考
试委员会就考试结果进行综合评定，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 
资格考试结果在考试后两周内反馈给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通过者，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考试未通过者，一年内给予一次补考机会，通过后方能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写作阶段，补考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逾期未考者，作不通过处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一）工作量：从确立论文题目到论文写作完成，大约二年时间。 
（二）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基本达到下列标准： 
1．论文选题首先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次，或角度新颖或具有创新性。 
2．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3．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逻辑严禁。 
4．以较为丰富和先进准确的史料为依据，并能恰当地运用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使
论证有说服力，不空泛。 
5．论文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6．语言通畅，观点鲜明正确。 
7．论文的写作既要遵守学术规范，也要遵守道德规范。正确借鉴和运用已有的相关
成果。 
8．经过修改后的论文，能公开发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有自主选题并能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在学习期间至少要在本专业范围内做一次学术
报告；有两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于核心期刊。具体表现： 
第一，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规范。 
第二，能辨析和分析文献资料，并能在研究中正确运用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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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学习和研究问题中，具有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第四，能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1．确立论文题目，并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框架。 
2．在教师指导下，经过修改，可以形成结构合理的论文写作提纲。 
3．在论文的写作中能做到文笔流畅，思路清晰，有逻辑性。 
第五，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多延长2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培养阶段：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课程学习为主，时间为一年半至二年。以资格考试的结果作为能否进入
第二阶段的依据。 
第二阶段，通过资格考试和综合考核，取得博士生身份，以科学研究和拟定博士学位
论文为主，享受博士生待遇，时间一般为三年半。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1.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 
3.政治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邱柏生教授、博导 
董雅华教授  

2 
现代德育比较
研究 

1.现代德育理论研究 
2.德育模式国别比较研究 
3.德育文化研究 

王贤卿教授、博导 
徐蓉副教授  

3 公民教育研究 

1.公民教育的基础理论 
2.公民教育国别比较研究 
3.公民教育与政治社会化 
4.公民教育与政治文明 

高国希教授、博导 
邱柏生教授、博导 
邵晓莹副教授 

 

4 
道德理论与道
德教育 

1.道德理论类型与方法 
2.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3.思想道德修养 

高国希教授、博导 
陈金华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TSS620004 前沿讲座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2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文献选读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25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TSS620020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专
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20021 现代德育理论和传播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02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思潮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20010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
方法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TSS630008 当代社会思潮评述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20 
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经
典选读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630021 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06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前沿
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TSS830007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
研究 

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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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必读  
3 理想国 商务印书馆 必读  
4 尼各马可伦理学 商务印书馆 必读  
5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6 道德形而上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7 论语 中华书局 必读  
8 孟子 中华书局 必读  
9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徐复观上海三联书店 选读  
10 Intelligent virtue Julia Annas, Oxford 2011 选读  
11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Peterson & Seligman,Oxford 选读  
12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 施密特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选读  
13 

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
想 

希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10年 

选读  
14 公民教育引论 檀传宝等著，人民出版社 选读  
15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马歇尔等，江苏人民出版社 选读  
16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曼海姆华夏出版社2001年 选读  
17 意识形态 俞吾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选读  
18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汤普森，译林出版社2005 选读  
19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 选读  
20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 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选读  
21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选读  
22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 

选读  
23 伦理学研究 中国伦理学会 选读  
24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
科院 

 

25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运史学
会 

选读  

26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7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 选读  
28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9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选读  
30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 选读  
31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32 学术与政治 韦伯，三联书店1998年 选读  
33 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4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5 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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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汉语言文字学 050103010  

            
一、 培养目标  

 

具有本学科的广博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前沿课题，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
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就若干前沿课题撰写论文。了解邻近学科的基本内容
和最新成果。熟练掌握第一外语，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一般掌握第二外语。
能运用计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研究课题的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根据实际需要，可协助导师参与教学或科研方面的一部分工作； 
（2）根据实际需要，可适当安排1-2次为本专业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点评，
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概括能力和口头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定期撰写读书报告，并开展适当的交流活动，增强研究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作学术报告2次，听前沿学术讲座10次。学术报告的基本
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较为重要学术意义，逻辑思维严密，表达较为清晰。考核的
方式为根据每位研究生的具体报告内容进行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安排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 
（2）方式：由研究生本人向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作口头或书面汇报。汇报的内容
主要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及专业选修课等的学习情况，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
入学后开展有关研究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等，同时应说明在具体
的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3）标准：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专业选修课等各类课程成绩均必须合格，学
位论文能按计划有序进行，已完成撰写1-2篇学术论文的，能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学术
活动。 
（4）考核形式：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的个人汇报，结合学生在学业方
面的实际表现，给出接受考核的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果。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本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最迟在第四学期）应参
加资格考试，并接受综合考核。 
（2）资格考试：由本中心指派专人负责命题，采取笔试、口试和实践能力考察相结
合的方式，重点考察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科研素质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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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考核：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中心组织由博士生导师担任组长的综合考核
小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资格考试成绩和平时业务表现，作一次全面的综合考
核，通过综合考核的研究生，方可进入硕博连读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审查核准。 
（2）论题必须是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或薄弱环节。 
（3）论文必须是独立完成的。 
（4）作者能熟练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了解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5）论文要有新的学术观点，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价值，或对新的研究方向
有所开拓。 
（6）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7）字数不少于10万字。 
（8）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 
（2）阅读过本专业中文各种重要的文献资料。 
（3）能用第一外语熟练阅读专业文献，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 
（4）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研究课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组织他人开展专题研究的能力。
（5）具备撰写学术著作的能力。 
（6）能担任两门以上本专业的本科生课程。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汉语史 

主要研究汉语语音、文字、词汇和语法自上古至中古的发展史。
结合古籍校释，探索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在相应历史时期的
基本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规律，为古籍整理，为现代
汉语以及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教学提供重要的根据，并为世界语
言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刘晓南教授博导 
苏杰研究员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ANCI820008 古汉语研究专题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09 古文献研究专题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32 汉语语音史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ANCI820033 语音史研究专题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ANCI820045 
中国文学与文化典籍精
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41 文史名著导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42 古汉语语法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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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630043 古汉语词汇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四、五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49 人类学语言学入门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59 中国绘画史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必读  
2 语言论 布隆菲尔德 必读  
3 语言论 萨丕尔 选读  
4 语言学简史 罗宾斯 选读  
5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 必读  
6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必读  
7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必读  
8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 洪诚 必读  
9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必读  
10 广雅疏证 王念孙 必读  
12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麒祥 必读  
13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刘坚等 必读  
14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陆俭明等 必读  
15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瑢 必读  
16 训诂方法论 陆宗达、王宁 必读  
17 训诂学 洪诚 必读  
18 训诂学 郭在贻 必读  
19 训诂学原理 王宁 必读  
20 中国训诂学史 胡朴安 必读  
21 汉语训诂学史 李建国 必读  
22 读书杂志 王念孙 必读  
23 尔雅义疏 郝懿行 必读  
24 经义述闻 王引之 必读  
25 方言笺疏 钱绎 必读  
26 《三国志》校诂 吴金华 必读  
27 古文献研究丛稿 吴金华 必读  
28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 吴金华 必读  
29 词汇学简论 张永言 选读  
30 现代汉语词汇 符淮青 选读  
31 古汉语词汇纲要 蒋绍愚 选读  
32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周荐 选读  
33 诗词曲语辞汇释 张相 选读  
34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蒋礼鸿 选读  
35 同源字典 王力 选读  
36 汉语语源学 任继昉 选读  
37 语源学概论 殷寄明 选读  
38 汉语语法史 王力 必读  
39 汉语史稿 王力 必读  
40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 选读  
41 词类问题考察 胡明扬等 选读  
42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俞樾等 选读  
43 中国语法学史稿 龚千炎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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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蒋绍愚 选读  
45 中国语历史语法 太田辰夫 选读  
46 汉语史通考 太田辰夫 选读  
47 广雅疏证 王念孙 选读  
48 经传释词 王引之 选读  
49 汉语音韵 王力 必读  
50 音韵学入门 张世禄等 必读  
51 中国音韵学史 张世禄 选读  
52 汉语现代音韵学 杨剑桥 选读  
53 汉语历史音韵学 潘悟云 选读  
54 上古音系 郑张尚芳 选读  
55 文字学概要 裘锡圭 必读  
56 古文字纲要 陈炜湛等 必读  
57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梁东汉 选读  
58 汉字说略 詹鄞鑫 选读  
59 说文学 宋均芬 选读  
60 中国文字学史 胡朴安 选读  
61 古文字学导论 唐兰 选读  
62 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 杨剑桥 选读  
63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 胡裕树等 选读  
64 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 钱剑夫 选读  
65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选读  
66 全国重点大学的学报（哲社版） 重点大学学报 选读  
67 语言学论丛 北京大学 选读  
68 民族语文 中国社科院 选读  
69 古汉语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选读  
70 汉语史研究集刊 四川大学 选读  
71 汉语史学报 浙江大学 选读  
72 文史 中华书局 选读  
73 中国语文 中国社科院 选读  
74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科院 选读  
75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大学 选读  
76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选读  
77 汉语学习 延边大学 选读  
78 语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选读  
79 语文研究 山西省社科院 选读  
80 方言 中国社科院 选读  
81 语言文字应用 教育部语用所 选读  
82 语言科学 徐州师范大学 选读  
83 汉语学报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84 修辞学习 复旦大学 选读  
85 Language 美国 选读  
86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美国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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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4010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特定且具有前瞻性的课程学习和目录版本校勘学专业训练，培养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身心健康，掌握完整系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知识，具备合乎学术规范的文献
整理及相关专业研究与教学能力，能运用外语（至少一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
古籍的文本整理、版本鉴定、目录编纂等相关工作，并能就特定专题的文献展开深入
研究，且在相关领域或研究方向具有长期发展的学术前途，适应高等院校、研究机构、
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专业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在学期间，须至少参加下列实践活动中的一项： 
（1）任相关专业课助教一学期，并讲授一次； 
（2）参加导师或本中心其他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3）参加导师组织的古籍整理或古籍编目工作。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在学期间，作学术报告两次，听由本校主办的学术报告和前沿讲座合计不少于十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本专业博士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应参加学科综合考试，并接受综合考
核。 
（2）学科综合考试：由本中心指派专人负责命题，采取笔试、口试和实践能力考察
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完整系统程度、科研水准与发展前景。
（3）综合考核：在学科综合考试的基础上，中心组织由博士生导师担任组长的综合
考核小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学科综合考试成绩和平时业务表现，作全面的综
合考核，通过综合考核的研究生，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本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最迟在第四学期）应参
加资格考试，并接受综合考核。 
（2）资格考试：由本中心指派专人负责命题，采取笔试、口试和实践能力考察相结
合的方式，重点考察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科研素质与发展潜力。 
（3）综合考核：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中心组织由博士生导师担任组长的综合考核
小组，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资格考试成绩和平时业务表现，作一次全面的综合考
核，通过综合考核的研究生，方可进入硕博连读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32



·33·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初定后须先完成开题报告，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批准，方可
进入撰写阶段； 
（2）论文的形式，可以是现代样式的普通专著，也可以是传统体式的年谱、笺注等，
但是单纯标点、简单校勘或白话翻译、浅注、改编等通俗读物不在此列； 
（3）论文应具有原创性，并以一定的形式显示作者个人独特的学术见解，且引文翔
实，考证合理，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整体达到在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论著水平；
（4）普通专著式论文的字数应不少于十万字，传统体式的年谱、笺注等字数不应少
于十八万字，且笺注类论文中的笺注文字不得低于论文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5）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两年，论文正式答辩前应经过预答辩程序。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完整系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知识； 
（2）能独立从事古籍的文本整理、版本鉴定、目录编纂等工作，并就特定的专题文
献展开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合乎学术规范； 
（3）能运用至少一门外语阅读专业书刊； 
（4）能熟练运用电脑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版本目录学 

认识中国古典文献学在文史研究中的基础性意义，通过广泛浏
览古籍原本和精读目录版本校勘学原著，对古籍版本学和古典
目录学的内容与要点作深入研究，同时参与古籍版本鉴定、古
籍目录编制的实践，以期造就理论与实践兼长的高层次复合型
人才。 

陈正宏教授博导 
吴格教授博导 
谈蓓芳教授博导 

 

2 古籍校释学 

熟悉古籍校释学的历史、内容、方法及流变，研究历代著名古
籍校释学者的生平及著述，在此基础上对有关古籍作尽可能完
善的校勘与诠释，並进行相关的专题研究，以期传承前人对于
古籍的研究整理遗产，造就融贯古今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高
层次复合型人才。 

苏杰研究员博导 
吴格教授博导  

3 比较文献学 

从当前全球化的文化背景出发，在掌握中国古典文献学基础知
识的前提下，通过专门课程的学习，拓展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视
野，了解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文献传播的基本情况，比较东方
西方各种文献学传统的异同，以期促进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认
识和理解，培养融贯东西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
人才。 

苏杰研究员博导 
陈正宏教授博导  

4 文学文献学 

以中国古典文学文献为中心，一方面对现存的古代文学原始文
献进行合乎学术规范的整理与诠释，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总结作
为一种学术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路径与方法，探索其现代效
用，以期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提供可靠并可读的文本资料，彰显
传统学术的现代意义。 

钱振民研究员博导 
陈正宏教授博导  

5 
美术文献与美
术史 

以书面文献为中心，联系图像资料，对现存关涉中国古代美术
的原始文献进行合乎学术规范的整理与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对
中国美术史、图文互释史、美术文献史等展开以实证为主的深
入研究，以期推进人文学科的交叉，拓展古文献研究的视野。 

陈正宏教授博导  

6 
古籍整理与研
究 

本方向以中国古代文献为基本对象，运用文献学的理论、方法，
并与实践紧密结合，进行严格的学术教育与训练，培养具备专
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科研能力较强，能够胜任对古代
典籍进行整理与研究的高层次人才。 

钱振民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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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ANCI820006 古典文献学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07 古籍整理实践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4 目录版本学要著选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5 古籍校释学要著选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6 文学文献学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7 美术文献原典导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45 
中国文学与文化典籍精
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ANCI830000 古籍版本学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1 古籍目录学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3 古籍校释学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5 中国文学学术名著选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6 中国美术史专题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汉书•艺文志》 班固等 必读  
2 《隋书•经籍志》 魏征等 必读  
3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 选读  
4 《直斋书录解题》 陈振孙 选读  
5 《千顷堂书目》 黄虞稷 选读  
6 《读书敏求记》 钱曾 选读  
7 《荛圃藏书题识》 黄丕烈 选读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纪昀等 必读  
9 《贩书偶记》及续编 孙殿起等 选读  
10 《书目答问补正》 张之洞等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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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 选读  
12 《中国善本书提要》 王重民 选读  
13 《蛾术轩箧藏善本书录》 王欣夫 选读  
14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顾廷龙等 必读  
15 

《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
志》 

陈先行等 选读  
16 《通志•校雠略》 郑樵 选读  
17 《校雠通义》 章学诚 选读  
18 《书林清话》 叶德辉 必读  
19 《藏书纪事诗》（附补正） 叶昌炽 选读  
20 《張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 張元济 选读  
21 《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 必读  
22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必读  
23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严绍璗 选读  
24 《困学纪闻》 王应麟 选读  
25 《日知录》 顾炎武 选读  
26 《廿二史考异》 钱大昕 选读  
27 《廿二史箚记》 赵翼 选读  
28 《读书杂志》 王念孙 选读  
29 《观堂集林》 王国维 选读  
30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 选读  
31 《余嘉锡论学杂著》 余嘉锡 选读  
32 《励耘书屋丛刻》 陈垣 选读  
33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等 选读  
34 《中国绘画通史》 王伯敏 选读  
35 《中国典籍与文化》 高校古委会 选读  
36 《文献》 国家图书馆 选读  
37 《历史文献》 上海图书馆 选读  
38 《文史》 中华书局 选读  
39 《书目季刊》 台湾学生书局 选读  
40 《图书馆杂志》 上海图书馆 选读  
41 《中国索引》 复旦图书馆 选读  
42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Princeton Univ. 选读  
43 《东方学》 日本东方学会 选读  
44 《文学遗产》 社科院文研所 选读  
45 《新美术》 中国美术学院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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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 05010501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
开展本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在具体研究方向中对某些问题有开拓性研
究，并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根据实际需要，可协助导师参与教学或科研方面的一部分工作； 
（2）根据实际需要，可适当安排1-2次为本专业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点评，
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概括能力和口头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定期撰写读书报告，并开展适当的交流活动，增强研究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作学术报告2次，听前沿学术讲座10次。学术报告的基本
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较为重要学术意义，逻辑思维严密，表达较为清晰。考核的
方式为根据每位研究生的具体报告内容进行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安排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 
（2）方式：由研究生本人向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作口头或书面汇报。汇报的内容
主要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及专业选修课等的学习情况，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
入学后开展有关研究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等，同时应说明在具体
的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拟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3）标准：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专业选修课等各类课程成绩均必须合格，学
位论文能按计划有序进行，已完成撰写1-2篇学术论文的，能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学术
活动。 
（4）考核形式：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的个人汇报，结合学生在学业方
面的实际表现，给出接受考核的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果。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安排入学后的第四学期进行。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所学课程成绩单、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
情况材料、导师对该生道德品质、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意见。 
（3）标准：各门所学课程成绩一般均要求在“良”以上，并且优等成绩占到多数；
至少已完成撰写一篇学术论文；道德品质良好，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
（4）考核形式：由本专业有关的指导教师组织资格考试（笔试），并结合研究生各
方面的实际表现，作出是否同意硕博连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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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2）论述内容、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见解； 
（3）所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具有权威性； 
（4）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文字表述明晰； 
（5）总字数一般不少于十万； 
（6）从选题到具体完成写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 
（7）论文的工作时间不少于二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应全面、深入了解本专业的研究动态，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2）在具体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能起到学术骨干或带头人的作用； 
（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专业外文书籍； 
（4）具有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和资料检索的能力； 
（5）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上古文学（先秦
文学） 

主要研究先秦的文学及其有文学成分的作品（例如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等），考察其特点及其发展的可能性和对后代的影响，
要求对《说文》及其以前的古文学有基本的知识和研究的能力，
重视地下出土的文献及其与先秦文学的联系。 

徐艳研究员博导 
吴冠文副研究员 
 
 

 

2 
中世文学I（汉
魏-南北朝文
学） 

主要研究汉末建安时代至南北朝作为中国中世文学发展的一个
重要时期，文学领域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的
特征，内容重点包括士族与门阀制度的形成和文学演变的关系、
玄学的盛行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学处于自觉阶段在观念
形态和题材、体裁、表现方式等创作实践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
化，并由此深入探讨汉魏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独特的
地位。 

郑利华教授博导 
徐艳研究员博导 
吴冠文副研究员 
 

 

3 
中世文学II（唐
宋文学） 

主要研究唐宋的诗、词、散文的演变，兼及传奇和通俗小说。
着重探讨上述文学样式在不同阶段的特色及其相互关系，由此
抉发中国文学演进的独特历程及唐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
位。并以唐宋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个案研究加以印证。 

黄仁生教授博导  

4 
近世文学（元明
清文学） 

本方向以金元至清末文学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这一阶段文学
在内在艺术特质与表现形式上所出现的种种新的因素及其在整
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力求完整地描述其发展的总体进程，
并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向五四新文学演进的脉络。 

陈广宏教授博导 
郑利华教授博导  

5 明清近代文学 
本方向主要探讨明清及近代文学中重要或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
品，重点探究带有前沿性或疑难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揭示古
代文学创作及思想近代化的演变规律。 

黄霖教授博导 
黄仁生研究员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ANCI820000 元明清诗文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01 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0 汉魏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1 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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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820012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3 宋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9 明清文学与文论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0 
清末民初文学与文论研
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1 元代文学的近世性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2 明清文学的近世性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31 《诗经》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ANCI820045 
中国文学与文化典籍精
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00 专业论文与学术规范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1 专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3 中国文学思想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4 
中国文学思想古今演变
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5 宋词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06 宋明理学与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7 关汉卿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8 元明清戏曲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9 元末明初诗歌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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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630010 明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1 明清小说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2 前后七子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3 公安派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4 竟陵派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5 《水浒传》与小说评点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6 《西游记》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7 吴伟业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9 龚自珍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0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1 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3 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4 
中国文学批评古今演变
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25 中国作家作品个案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6 
中国文学批评家个案研
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36 日本汉学概论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37 
汉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
响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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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630038 实用目录版本学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0 《诗经》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1 楚辞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2 汉赋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3 曹植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4 陆机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5 《诗品》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7 《玉台新咏》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8 唐诗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9 唐代小说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70 宋诗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71 唐宋派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81 
魏晋南北朝文学专题研
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82 
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研究
（传奇）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ANCI630083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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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毛诗正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必读  
2 《楚辞》 《四部丛刊》本 必读  
3 《史记》 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必读  
4 《六臣注文选》 《四部丛刊》本 必读  
5 《陶渊明集》 

王瑶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必读  
6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编，中华书局1983年 选读  
7 《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中华书局1981年 必读  
8 《杜诗详注》 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 必读  
9 《全唐诗》 

彭定求等编纂，中华书局1960
年 

选读  

10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选读  
11 《欧阳文忠公集》 《四部丛刊》本 选读  
12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1982年 选读  
13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 选读  
14 《全宋词》 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15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必读  
16 《元曲选》 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17 《空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四库全书》本 

必读  
18 《焚书》、《续焚书》 中华书局1975年 必读  
19 《袁宏道集笺校》 

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必读  
20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必读  
21 《水浒全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必读  
22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必读  
23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必读  
24 《古今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25 《警世通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26 《初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27 《二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28 《六十种曲》 毛晋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29 《吴梅村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选读  
30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选读  
31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 选读  
32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必读  
33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 选读  
34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必读  
35 《长生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必读  
36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必读  
37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必读  

38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必读  
39 《文学理论》 韦勒克著，三联书店1984年 必读  
40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选读  
41 《管锥编》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42 《谈艺录》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选读  
43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8年 

必读  

44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6年 

必读  
45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必读  
46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47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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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 

人大中文系 必读  
49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选读  
50 《文史哲》 山东大学 选读  
51 《江海学刊》 江苏社科院 选读  
52 《学术月刊》 上海社科界联合会 选读  
53 《文献》 国家图书馆 选读  
54 《复旦学报》（社科版） 复旦大学 必读  
55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大学 必读  
56 《中国人民大学》（社科版)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57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58 《南开学报》（社科版） 南开大学 选读  
59 《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南京大学 选读  
60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选读  
61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山大学 选读  
62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选读  
63 《日本中国学会报》 日本中国学会 选读  
64 《中国文学报》 

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
文学研究室 

选读  
65 《东方学报》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选读  
66 《东方学》 日本东方学会 选读  

67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dvard-Yen 
ching Institute 
 

选读  

6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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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硕博连读） 050105010a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
开展本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在具体研究方向中对某些问题有开拓性研
究，并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5 11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根据实际需要，可协助导师参与教学或科研方面的一部分工作； 
（2）根据实际需要，可适当安排1-2次为本专业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点评，
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概括能力和口头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定期撰写读书报告，并开展适当的交流活动，增强研究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作学术报告2次，听前沿学术讲座10次。学术报告的基本
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较为重要学术意义，逻辑思维严密，表达较为清晰。考核的
方式为根据每位研究生的具体报告内容进行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安排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 
（2）方式：由研究生本人向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作口头或书面汇报。汇报的内容
主要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及专业选修课等的学习情况，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
入学后开展有关研究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等，同时应说明在具体
的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拟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3）标准：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专业选修课等各类课程成绩均必须合格，学
位论文能按计划有序进行，已完成撰写1-2篇学术论文的，能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学术
活动。 
（4）考核形式：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的个人汇报，结合学生在学业方
面的实际表现，给出接受考核的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果。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安排入学后的第四学期进行。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所学课程成绩单、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
情况材料、导师对该生道德品质、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意见。 
（3）标准：各门所学课程成绩一般均要求在“良”以上，并且优等成绩占到多数；
至少已完成撰写一篇学术论文；道德品质良好，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
（4）考核形式：由本专业有关的指导教师组织资格考试（笔试），并结合研究生各
方面的实际表现，作出是否同意硕博连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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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2）论述内容、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见解； 
（3）所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具有权威性； 
（4）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文字表述明晰； 
（5）总字数一般不少于十万； 
（6）从选题到具体完成写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 
（7）论文的工作时间不少于二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应全面、深入了解本专业的研究动态，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2）在具体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能起到学术骨干或带头人的作用； 
（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专业外文书籍； 
（4）具有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和资料检索的能力； 
（5）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近世文学（元明
清文学） 

本方向以金元至清末文学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这一阶段文学
在内在艺术特质与表现形式上所出现的种种新的因素及其在整
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力求完整地描述其发展的总体进程，
并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向五四新文学演进的脉络。 

陈广宏教授博导 
郑利华教授博导 
黄仁生教授博导 
 

 

2 
上古文学（先秦
文学） 

主要研究先秦的文学及其有文学成分的作品（例如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等），考察其特点及其发展的可能性和对后代的影响，
要求对《说文》及其以前的古文学有基本的知识和研究的能力，
重视地下出土的文献及其与先秦文学的联系。 

徐艳研究员博导 
吴冠文副研究员 
 
 

 

3 
中世文学I（汉
魏-南北朝文
学） 

主要研究汉末建安时代至南北朝作为中国中世文学发展的一个
重要时期，文学领域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的
特征，内容重点包括士族与门阀制度的形成和文学演变的关系、
玄学的盛行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学处于自觉阶段在观念
形态和题材、体裁、表现方式等创作实践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
化，并由此深入探讨汉魏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独特的
地位。 

郑利华教授博导 
徐艳研究员博导 
吴冠文副研究员 
 

 

4 
中世文学II（唐
宋文学） 

主要研究唐宋的诗、词、散文的演变，兼及传奇和通俗小说。
着重探讨上述文学样式在不同阶段的特色及其相互关系，由此
抉发中国文学演进的独特历程及唐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
位。并以唐宋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个案研究加以印证。 

黄仁生教授博导  

5 
近世文学（元明
清文学） 

本方向以金元至清末文学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这一阶段文学
在内在艺术特质与表现形式上所出现的种种新的因素及其在整
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力求完整地描述其发展的总体进程，
并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向五四新文学演进的脉络。 

陈广宏教授博导 
郑利华教授博导  

6 明清近代文学 
本方向主要探讨明清及近代文学中重要或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
品，重点探究带有前沿性或疑难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揭示古
代文学创作及思想近代化的演变规律。 

黄霖教授博导 
黄仁生研究员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ANCI620002 中国古代文学概论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03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08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ANCI620040 先秦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1 两汉文学研究（上）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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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古籍
所) 

ANCI620042 两汉文学研究（下）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3 魏晋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4 南北朝文学研究（上）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5 南北朝文学研究（下）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6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7 宋代文学研究（上）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8 宋代文学研究（下）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49 元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50 明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51 清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0 汉魏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1 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ANCI820012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13 宋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1 元代文学的近世性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2 明清文学的近世性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00 专业论文与学术规范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1 专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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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古籍
所) 

ANCI630003 中国文学思想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4 
中国文学思想古今演变
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5 宋词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6 宋明理学与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7 关汉卿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8 元明清戏曲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09 元末明初诗歌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0 明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1 明清小说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2 前后七子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3 公安派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14 竟陵派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5 《水浒传》与小说评点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6 《西游记》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7 吴伟业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19 龚自珍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0 清末民初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1 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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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古籍
所) 

ANCI630023 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4 
中国文学批评古今演变
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5 中国作家作品个案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26 
中国文学批评家个案研
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36 日本汉学概论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37 
汉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
响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38 实用目录版本学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0 《诗经》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1 楚辞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2 汉赋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63 曹植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4 陆机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5 《诗品》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7 《玉台新咏》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8 唐诗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69 唐代小说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70 宋诗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78 
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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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古籍
所) 

ANCI630080 《文选》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毛诗正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必读  
2 《楚辞》 《四部丛刊》本 必读  
3 《史记》 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必读  
4 《六臣注文选》 《四部丛刊》本 必读  
5 《陶渊明集》 

王瑶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必读  
6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编，中华书局1983年 选读  
7 《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中华书局1981年 必读  
8 《二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9 《六十种曲》 毛晋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10 《吴梅村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选读  
11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选读  
12 《管锥编》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13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 

人大中文系 必读  
14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选读  
15 《文史哲》 山东大学 选读  
16 《江海学刊》 江苏社科院 选读  
17 《学术月刊》 上海社科界联合会 选读  
18 《文献》 国家图书馆 选读  
19 《复旦学报》（社科版） 复旦大学 必读  
20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大学 必读  
21 《中国人民大学》（社科版)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22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23 《南开学报》（社科版） 南开大学 选读  
24 《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南京大学 选读  
25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选读  
26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山大学 选读  
27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选读  
28 《日本中国学会报》 日本中国学会 选读  
29 《中国文学报》 

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
文学研究室 

选读  
30 《东方学报》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选读  
31 《东方学》 日本东方学会 选读  
3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dvard-Yen 
ching Institute 

选读  

33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选读  
34 《欧阳文忠公集》 《四部丛刊》本 选读  
35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1982年 选读  
36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 选读  
37 《全宋词》 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38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必读  
39 《元曲选》 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40 《空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四库全书》本 

必读  
41 《焚书》、《续焚书》 中华书局1975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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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袁宏道集笺校》 
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必读  
43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必读  
44 《古今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45 《警世通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46 《初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47 《杜诗详注》 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 必读  
48 《全唐诗》 

彭定求等编纂，中华书局1960
年 

选读  
49 《谈艺录》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选读  
50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8年 

必读  

51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6年 

必读  
52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必读  
53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54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55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选读  
56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必读  
57 《水浒全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必读  
58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必读  
59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 选读  
60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必读  
61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 选读  
62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必读  
63 《长生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必读  
64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必读  
65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必读  

66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必读  
67 《文学理论》 韦勒克著，三联书店1984年 必读  
68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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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0501Z5  
            
一、 培养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两个独立学科，彼此割裂，学术界
至今未能将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描述其发展过程，以致就古代文
学研究来说，既未能从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中来描述及评价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以
确定哪些是具有生命力的成分，哪些是阻碍文学的前进的，有时甚至是非颠倒，因而
古代文学研究既难以对现代文学研究有所助益，更难以对今天的文学实践产生积极的
借鉴作用；就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则既未能深入阐明新文学出现的历史根源，往往片
面夸大了外来影响，也未能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行进何以
如此艰辛的原因。 
由于国内高校学科设置的现状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变，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了设立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样一个贯通古今的新学科的计划，并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认
可和支持。这一新学科的成立，将有力地改变原来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相互
割裂的现象；通过从新的视角、从整体意义上展开对中国文学演变过程的研究，我们
将能够更为深入与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取
得重大突破，进而对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发展变化相联系的文学史的面貌作出新的
理解和描述，并为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构建与时俱进而具有强
大生命力的新文化这一重大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
方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探索其在每一时段的创造性贡献
及其相互联系，剖析其在演变中发生突进或曲折的原因；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特
色、优长及其独有的限制，以此为基础，阐明其向现代文学迈进的必然性及原来的变
化趋向；再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发生的转化，由此形成的中国现
代文学在趋同欧美文化的同时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它的特色、成就及由于特殊的
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先天不足的弱点以及这种弱点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严重负面
作用；通过上述研究，在各个层面和各个关节点上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性
的总结，并期望这种总结有益于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繁盛。以上是总体性质的培养目标，
而在不同的专业方向上，则又有在此目标指导下不同的具体要求。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业后，其主要去向为高校和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同时也应能适应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文化单位的工作需
要。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根据实际需要，可协助导师参与教学或科研方面的一部分工作； 
（2）根据实际需要，可适当安排1-2次为本专业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点评，
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概括能力和口头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定期撰写读书报告，并开展适当的交流活动，增强研究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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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逻辑思维严密，表达较为清晰。考核的方式为根据每位研究生
的具体报告内容进行评分。，至少作学术报告2次，听前沿学术讲座10次。学术报告
的基本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较为重要学术意义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安排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 
2.方式：由研究生本人向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作口头或书面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
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及专业选修课等的学习情况，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入
学后开展有关研究与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参加学术活动情况等，同时应说明在具体的
学习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拟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3.标准：学位公共课、学位专业课、专业选修课等各类课程成绩均必须合格，学位论
文能按计划有序进行，已完成撰写1-2篇学术论文的，能按照有关规定参与学术活动。
4.考核形式：本专业的有关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的个人汇报，结合学生在学业方面的
实际表现，给出接受考核的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果。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本专业方向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最迟在第四学期）应参加资格
考试，并接受综合考核。 
2.资格考试由本中心指派专人负责命题，考试采取笔试、口试和实践能力考察相结合
的方式，重点考察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科研素质与发展潜力。 
3.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中心组织由博士生导师担任组长的综合考核小组，对学生的
思想政治表现、资格考试成绩和平时业务表现，作一次全面的综合考核，通过综合考
核的研究生，方得进入硕博连读的博士学位论文阶段。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2）论述内容、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见解； 
（3）所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具有权威性； 
（4）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文字表述明晰； 
（5）总字数一般不少于十万； 
（6）从选题到具体完成写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 
（7）论文的工作时间不少于二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应全面、深入了解本专业的研究动态，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2）在具体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能起到学术骨干或带头人的作用； 
（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专业外文书籍； 
（4）具有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和资料检索的能力； 
（5）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13～20世纪中
国文学整合研
究 

从13世纪开始，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
些新的因素呈现螺旋形的上升，至清代中后期，中国文学已经
具有了许多与新文学相通的成分；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是促进了
新文学的加速出现。但由于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文学并不是
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使用了多量催生素，也为它以后的发展
带来了不少困难与曲折。本方向的研究内涵为：1、探讨13至19
世纪中国文学中新因素的成长及其代表性的作品；2、对13至19
世纪中国文学中逐步成长的新成分加以总结，探讨其与新文学
之间的内在联系；3、探讨新文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外来文化
对它的影响，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联；4、研讨并总结新文学出
现之后到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及其与新文学所由产生
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探索今后文学发展的动向。 

谈蓓芳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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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古今
贯通研究 

本方向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在总体上作贯通性的
研究。其主要内容为：1、究明此种贯通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探讨此种研究的方法；3、从人性的演变和文学自身特征的
视角，将中国从古到今的文学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探讨
各阶段自身的主要特点及各阶段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勾勒中国
文学发展的线索；4、在这基础上阐述中国新文学出现的历史必
然性及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进而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
走向及其现实基础与历史原因。 

谈蓓芳教授博导 
  

3 
中国文学古今
演变的地域性
研究 

中国文学空间形态的古今演变 梅新林教授兼职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ANCI820023 
中国上古－中世文学专
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4 
13－20世纪中国文学专
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4 72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5 
13－20世纪中国小说戏
剧整合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6 
13－20世纪中国诗文整
合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4 72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7 
魏晋南北朝诗歌形态演
变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28 中国诗歌语言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35 
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
变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36 
文学世家与地域文化研
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20045 
中国文学与文化典籍精
读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ANCI830007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
（大陆台湾香港）演变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830008 
五四新文学传统专题研
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9 杜甫诗歌研究 

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心(古籍
所)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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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憩园》 

巴金著，《现代长篇小说丛刊》，
重庆红蓝出版社1944年 

必读  

2 《寒夜》 
巴金著，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1947年 

必读  

3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著，《七月文丛》，远方
书店1944年 

必读  
4 《在黑暗中》 丁玲著，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 必读  
5 《韦护》 丁玲著，上海美丽书店1930年 必读  
6 《母亲》 

丁玲著，《良友文学丛书》，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必读  

7 《未厌居习作》 
叶绍钧著，《开明文学新刊》，
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 

必读  

8 《线下》 
叶绍钧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必读  

9 《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著，《苦雨斋小书》之
五，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必读  

10 《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著，《晨报社丛书》，
北京晨报社1923年 

必读  

11 《雨天的书》 
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25
年 

必读  

12 《谈龙集》 
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27
年 

必读  

13 《谈虎集》 
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28
年 

必读  

14 《幻灭》 
茅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 

必读  

15 《动摇》 
茅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 

必读  

16 《追求》 
茅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 

必读  
17 《虹》 茅盾著，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必读  
18 《子夜》 茅盾著，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必读  
19 《腐蚀》 

茅盾著，上海知识出版社1941
年 

必读  
20 《霜叶红似二月花》 茅盾著，桂林华华书店1943年 必读  
21 《海滨故人》 

庐隐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必读  

22 《边城》 
沈从文著，上海生活书店1934
年 

必读  

23 《八骏图》 
沈从文著，《文学丛刊》，上
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 

必读  
24 《胡风评论集》 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必读  
25 《望舒诗稿》 

戴望舒著，上海杂志公司1937
年 

必读  

26 《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著，上海星群出版社
1948年 

必读  

27 《日出》 
曹禺著，《文学丛刊》第3集，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必读  

28 《原野》 
曹禺著，《文学丛刊》第5集，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 

必读  

29 《北京人》 
曹禺著，《文学丛刊》第7集，
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 

必读  

30 《第三代》第一部 
萧军著，《新时代小说丛刊》，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
月 

必读  

31 《第三代》（第二部） 
萧军著，《新时代小说丛刊》，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3
月 

必读  

32 《八月的乡村》 
萧军著，《奴隶丛书》，上海
奴隶社1935年 

必读  

33 《生死场》 
萧红著，《奴隶丛书》，上海
奴隶社1935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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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饥饿的郭素娥》 
路翎著，桂林南天出版社1943
年 

必读  

35 《青春的祝福》 
路翎著，重庆峨嵋出版社1945
年 

必读  
36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著，上海希望社1948年 必读  
37 《重放的鲜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必读  
38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著，《人民文学》1962
年第10期 

必读  

39 《广陵散》 
陈翔鹤著，《人民文学》1962
年第10期 

必读  

40 《全唐诗》 
彭定求等编纂，中华书局1960
年 

选读  

41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选读  
42 《欧阳文忠公集》 《四部丛刊》本 选读  
43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1982年 选读  
44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 选读  
45 《全宋词》 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46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必读  
47 《元曲选》 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48 《空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
《四库全书》本 

必读  

49 《焚书》、《续焚书》 
中华书局1975年 
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必读  

50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 

必读  
51 《谈艺录》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选读  
52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8年 

必读  

53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6年 

必读  

54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必读  

55 《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 
洪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学》
第9集，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
图书公司1935年 

必读  

56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
系》第八集，赵家璧主编，上
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必读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
刷公司1935年 

必读  

58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 
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
刷公司1935年 

必读  

59 《画廊集》 
李广田著，《文学研究会创作
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必读  

60 《银狐集》 
李广田著，《文学丛刊》，巴
金主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年 

必读  

61 《悲剧生涯》 
白薇著，《文学社丛书》，上
海生活书店1936年 

必读  

62 《大堰河》 
艾青著，张正发行，上海群众
杂志公司1936年 

必读  

63 《向太阳》 
艾青著，《七月诗丛》三，胡
风主编，香港海燕书店1940年 

必读  
64 《旷野》 艾青著，生活书店1940年 必读  
65 《家》 巴金著，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必读  
66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必读  
67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必读  
68 《古今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69 《警世通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70 《醒世恒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71 《初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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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二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73 《六十种曲》 毛晋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74 《吴梅村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选读  
75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选读  
76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 选读  
77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必读  
78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 选读  
79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必读  
80 《伍子胥》 

冯至著，《文学丛刊》，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 

必读  

81 《无弦琴》 
亦门著，《七月诗丛》，胡风
编，上海希望社1942年 

必读  

82 《白色花》 
阿垅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必读  

83 《偶像》 
张恨水著，《新民报文艺丛书》，
重庆新民报社1944年 

必读  

84 《冲击期化石》 
张资平著，《创造社丛书》，
上海泰东图书馆1922年 

必读  
85 《传奇》 张爱玲著，上海杂志社1944年 必读  
86 《汉园集》 

卞之淋、何其芳、李广田等著，
上海书店1993年 

必读  

87 《我底记忆》 
戴望舒著，上海水沫书店1929
年 

必读  

88 《望舒草》 
戴望舒著，上海现代书局1933
年 

必读  

89 《雷雨》 
曹禺著，《文学丛刊》第1集，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必读  

9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鲁迅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
公司1935年 

必读  

91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 
郑伯奇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
刷公司1935年 

必读  

92 《微雨》 
李金发著，《新潮社文艺丛书》
之八，北新书局1925年 

必读  

93 《为幸福而歌》 
李金发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 

必读  

94 《食客与凶年》 
李金发著，《新潮社文艺丛书》，
北新书局1927年 

必读  

95 《剪拂集》 
林语堂著，上海北新书局1928
年 

必读  

96 《论语文选》（第一集） 
林语堂著，《论语丛书》，上
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 

必读  

97 《大荒集》 
林语堂著，上海生活书店1934
年 

必读  

98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茅盾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
公司1935年 

必读  
99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必读  
100 《水浒全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必读  
101 《毛诗正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必读  
102 《楚辞》 《四部丛刊》本 必读  
103 《史记》 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必读  
104 《六臣注文选》 《四部丛刊》本 必读  
105 《陶渊明集》 

王瑶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必读  
106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编，中华书局1983年 选读  
107 《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中华书局1981年 必读  
108 《杜诗详注》 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 必读  
109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 

必读  

110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必读  
111 《胡适文存》 胡适著，上海书店1989年 必读  
112 《女神》 

郭沫若著，《创造社丛书》第1
种，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 

必读  

113 《志摩的诗》 
徐志摩著，上海中华书局代印，
1925年自印线装本出版 

必读  
114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新月书店1927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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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猛虎集》 徐志摩著，新月书店1931年 必读  
116 《二月》 柔石著，上海春潮书局1929年 必读  
117 《日记九种》 

郁达夫著，上海北新书局1927
年 

必读  

118 《达夫代表作》 
郁达夫著，上海春野书店1928
年 

必读  

119 《沉沦》 
郁达夫著，《创造社丛书》，
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 

必读  

120 《繁星》 
冰心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必读  

121 《春水》 
冰心著，《文艺丛书》，周作
人编，新潮社1923年 

必读  
122 《寄小读者》 冰心著，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 必读  
123 《超人》 

冰心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必读  
124 《燕山夜话》 邓拓著，北京出版社1963年 必读  
125 《三家村札记》 

邓拓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必读  
12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辽宁省作家协会 选读  
127 《鲁迅研究月刊》 四川作协 选读  
128 《当代作家评论》 陕西省作家协会 选读  
129 《当代文坛》 复旦大学 选读  
130 《小说评论》 北京大学 选读  
131 《复旦学报》（社科版）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32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133 《中国人民大学》（社科版） 南开大学 选读  
134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 南京大学 选读  
135 《南开学报》（社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选读  
136 《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山大学 选读  
13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 选读  
138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研究所 选读  
139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日本中国学会 
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 

选读  
140 《日本中国学会报》 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 选读  
141 《中国文学报》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选读  

142 《东方学报》 
日本东方学会 
Hardvard-Yen 

选读  

143 《东方学》 ching Institute 选读  
144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选读  
14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无 选读  
146 《关汉卿》 

田汉著，《剧本》1958年第5期，
参见1961年版平装本 

必读  

147 《茶馆》 
老舍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年版 

必读  
148 《穆旦诗全集》 穆旦著，影印日本手抄本 必读  

149 《今天》 
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150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选读  
151 《文学评论》 人大中文系 选读  
152 《文学遗产》 无 选读  
153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民出版社 选读  
154 《新华文摘》 江苏社科院 选读  
155 《文史哲》 上海社科界联合会 选读  
156 《江海学刊》 国家图书馆 选读  
157 《学术月刊》 中华书局 选读  
158 《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馆 选读  
159 《文史》 鲁迅博物馆 选读  
160 《咖啡店之一夜》 

田汉著，《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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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竹林的故事》 
冯文炳著，《新潮社文艺丛书》，
北京新潮社1925年 

必读  
162 《桥》 废名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 必读  
163 《老张的哲学》 

老舍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必读  

164 《赵子曰》 
老舍著，《文学研究会丛书》，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必读  

165 《二马》 
老舍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1
年 

必读  
166 《牛天赐传》 老舍著，上海人间书屋1936年 必读  
167 《骆驼祥子》 

老舍著，《现代长篇小说丛书》，
上海人间书屋1939年 

必读  

168 《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 
老舍著，《良友文学丛书》，
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1946年 

必读  

169 《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 
老舍著，《晨光文学丛书》，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 

必读  

170 《昨日之歌》 
冯至著，《沉钟丛刊》（2），
北新书局1927年 

必读  

171 《北游及其他》 
冯至著，《沉钟丛刊》之六，
北平沉钟社1929年 

必读  
172 《十四行集》 冯至著，明日社1942年 必读  
173 《长生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必读  
174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必读  
175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必读  

176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必读  
177 《文学理论》 韦勒克著，三联书店1984年 必读  
178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选读  
179 《管锥编》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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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艺学 0501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文艺学学科及其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具有扎实的中外文艺学理论基础、深厚的专业功底，对文艺学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
在某些重要的专业问题上能开展创新性研究，并能担当文艺学的理论研究、教学等方
面工作骨干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学期间要参加4—8周的教学实践，同时应参加一定的社会调研（以经费许可为限），
还可兼任专业课助教或导师的助研，参加一定的科研项目研究工作。 
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实质性的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一定数量和质量要求的学术论文。 
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第二学年末。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授权点的全体博士生导师作口头和书面汇报。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进校以来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学术文章的情况； 
（3）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阅读情况，尤其是与学位论文写作有针对性的知识积累情
况，并提供读书札记； 
（4）参加社会实践（或田野工作）情况及社会反映情况。 
3．考试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和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绩均在“中”
以上； 
（2）论文写作要完成2篇以上，并已经向权威期刊或核心期刊投稿； 
（3）阅读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应在5000页以上； 
（4）参加一次（时间在1个月左右）以上的社会实践（或田野工作）。 
4．考核方式： 
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级：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写出评语，明确鉴定是否同意继续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硕士研究生学习的三上开学后两周为宜。 
2．方式：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本学位授权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
报。 
汇报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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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学术文章的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表现情况。 
3．考试标准： 
（1）在课程学习方面，各门课程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外语可在“中”以上），
课程成绩“优秀”的应占80%以上；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 
（3）得过奖学金1次以上； 
（4）政治思想方面积极上进，得到师生好评。 
4．考核方式： 
在本人汇报、教师讨论写出评语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鼓励对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薄弱的问题进行探索。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整篇论文的实际写作时间应不少于2学年，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字，加上注释部
分要达到10万字左右。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引用的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清
晰，行文流畅。 
（6）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部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学位论文在总体上应充分反映学生具有较扎实的本专业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的能力。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中外文参考书有较强的解析和点评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中文一级学科领域的
跨专业问题也有基本的了解。 
（3）有能力作为文艺学领域里的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相关重要课题的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熟练阅读原著，并能进行专业论文的外语写作。 
（5）熟练运用计算机从事科研活动。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文艺学领域内能独立开出2门以上基础课和1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美学 

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把审美活动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
式之一，着重研究审美活动、审美形态、审美经验、艺术审美、
审美教育等美学基本问题，深入理解美学在现代人文科学中的
地位、发展境况、现代社会与审美关系变迁、高技术条件下的
审美教育与审美交流、美学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体现美学理论
的现代转型。 

朱立元教授（博导） 
郑元者教授（博导） 
 

 

2 
西方美学与文
论 

系统掌握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线索，对不同
历史时期中的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的理
论作出全面理解，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学艺术来进行
研究，为理解和研究相应历史阶段的西方文学艺术奠定基础，
并为借鉴西方美学和文论思想资料研究我国的文艺学美学、文
学发展提供独特的视角。本研究方向是蒋孔阳先生开创的，至
今仍是本学科点的主要特色之一。 

朱立元教授（博导） 
陆扬教授（博导）  

3 
文艺理论与文
化研究 

在了解中外文艺理论著作的基础上，研究文学艺术的起源、本
质、社会功能、批评与历史发展等一系列基本规律性问题，关
注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当代形态和当今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以指导文艺创作、评判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提高民族的文学
素养。着眼于美学的反思与重构，立足于人类学的根本立场，
提倡美学的实验性写作，运用当代人类学的方法和思维材料来

朱立元教授（博导） 
陆扬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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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类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多民族文化背
景下的生活世界、人性内涵和现实的文化生存问题加以探究，
关注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人的审美存在和审美创造的可能性
问题，并与当代文化批评相结合，试图在21世纪全球文化多元
化进程中提出富有效力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4 
中国美学与文
论 

本方向涵盖中国古典美学、中国文论及其体系、周易文化与美
学、中国建筑美学、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史、文艺思潮研究等
领域。主要研究先秦以来中国美学与文论的发展历史，对其独
特形态、范畴体系、言说方式、批评方法、范式变迁、思潮流
变、现代性问题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深度理
解，实现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视野的有机融合，以期把握中国
美学与文论的体系特征、演进脉络与规律，总结历代中国美学
与文论的思想遗产，为东西方美学、文论的交流融合提供坚实
的基础。 

汪涌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17 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4 中国美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5 艺术经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3 
中西诗学的本体论与语
言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4 比较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1 美学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2 美学与人文科学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5 文艺理论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6 中国建筑美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7 中国文学的传统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8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5 当代人类学美学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59 
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0 西方美学史（古典部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1 西方美学史（现代部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820062 西方现当代美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3 周易文化与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4 传统文论的当代性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5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
代转换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830008 
文艺学与文艺学史专题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9 比较美学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文艺对话录 柏拉图 必读  
2 诗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3 诗艺 贺拉斯 必读  
4 判断力批判 康德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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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学 黑格尔 必读  
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必读  
7 A History of Esthetics（美学史） K.E.Gilbert, H.Kuhn 必读  
8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美学指南） David Cooper 主编 必读  
9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10 原始思维 列维·布留尔 必读  
11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12 文化的解释 格尔兹 必读  
13 审美特性 卢卡契 必读  
14 论语 杨伯峻注本 必读  
15 老子 陈鼓应注本 必读  
16 庄子 陈鼓应注本 必读  
17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18 沧浪诗话 严羽 必读  
19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必读  
20 西方哲学史 罗素 选读  
21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 选读  
22 小逻辑 黑格尔 选读  
23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罗伯特·F·墨菲 选读  
24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马尔库斯等 选读  
25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外文期刊 必读  
26 Critical Inquiry 外文期刊 必读  
27 New Literary History 外文期刊 选读  
28 New Literary History 外文期刊 选读  
29 文学评论 中文期刊 必读  
30 文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31 文艺理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32 中国社会科学 中文期刊 必读  
33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美学） 中文期刊 必读  
34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选读  
35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选读  
36 学术月刊 中文期刊 选读  
37 社会科学战线 中文期刊 选读  
38 求是学刊 中文期刊 选读  
39 思想战线 中文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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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硕博连读） 050101b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文艺学学科及其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具有扎实的中外文艺学理论基础、深厚的专业功底，对文艺学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
在某些重要的专业问题上能开展创新性研究，并能担当文艺学的理论研究、教学等方
面工作骨干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学期间要参加4—8周的教学实践，同时应参加一定的社会调研（以经费许可为限），
还可兼任专业课助教或导师的助研，参加一定的科研项目研究工作。 
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实质性的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一定数量和质量要求的学术论文。 
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第二学年末。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授权点的全体博士生导师作口头和书面汇报。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进校以来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学术文章的情况； 
（3）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阅读情况，尤其是与学位论文写作有针对性的知识积累情
况，并提供读书札记； 
（4）参加社会实践（或田野工作）情况及社会反映情况。 
3．考试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和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绩均在“中”
以上； 
（2）论文写作要完成2篇以上，并已经向权威期刊或核心期刊投稿； 
（3）阅读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应在5000页以上； 
（4）参加一次（时间在1个月左右）以上的社会实践（或田野工作）。 
4．考核方式： 
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级：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写出评语，明确鉴定是否同意继续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硕士研究生学习的三上开学后两周为宜。 
2．方式：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本学位授权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
报。 
汇报内容应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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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国内期刊发表学术文章的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表现情况。 
3．考试标准： 
（1）在课程学习方面，各门课程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外语可在“中”以上），
课程成绩“优秀”的应占80%以上；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以上； 
（3）得过奖学金1次以上； 
（4）政治思想方面积极上进，得到师生好评。 
4．考核方式： 
在本人汇报、教师讨论写出评语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鼓励对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薄弱的问题进行探索。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整篇论文的实际写作时间应不少于2学年，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字，加上注释部
分要达到10万字左右。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引用的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清
晰，行文流畅。 
（6）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部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学位论文在总体上应充分反映学生具有较扎实的本专业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的能力。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中外文参考书有较强的解析和点评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中文一级学科领域的
跨专业问题也有基本的了解。 
（3）有能力作为文艺学领域里的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相关重要课题的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熟练阅读原著，并能进行专业论文的外语写作。 
（5）熟练运用计算机从事科研活动。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文艺学领域内能独立开出2门以上基础课和1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美学 

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把审美活动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
式之一，着重研究审美活动、审美形态、审美经验、艺术审美、
审美教育等美学基本问题，深入理解美学在现代人文科学中的
地位、发展境况、现代社会与审美关系变迁、高技术条件下的
审美教育与审美交流、美学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体现美学理论
的现代转型。 

朱立元教授（博导） 
郑元者教授（博导） 
 

 

2 
西方美学与文
论 

系统掌握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线索，对不同
历史时期中的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的理
论作出全面理解，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学艺术来进行
研究，为理解和研究相应历史阶段的西方文学艺术奠定基础，
并为借鉴西方美学和文论思想资料研究我国的文艺学美学、文
学发展提供独特的视角。本研究方向是蒋孔阳先生开创的，至
今仍是本学科点的主要特色之一。 

朱立元教授（博导） 
陆扬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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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艺理论与文
化研究 

在了解中外文艺理论著作的基础上，研究文学艺术的起源、本
质、社会功能、批评与历史发展等一系列基本规律性问题，关
注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当代形态和当今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以指导文艺创作、评判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提高民族的文学
素养。着眼于美学的反思与重构，立足于人类学的根本立场，
提倡美学的实验性写作，运用当代人类学的方法和思维材料来
研究人类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多民族文化背
景下的生活世界、人性内涵和现实的文化生存问题加以探究，
关注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人的审美存在和审美创造的可能性
问题，并与当代文化批评相结合，试图在21世纪全球文化多元
化进程中提出富有效力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朱立元教授（博导） 
陆扬教授（博导）  

4 
中国美学与文
论 

本方向涵盖中国古典美学、中国文论及其体系、周易文化与美
学、中国建筑美学、20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史、文艺思潮研究等
领域。主要研究先秦以来中国美学与文论的发展历史，对其独
特形态、范畴体系、言说方式、批评方法、范式变迁、思潮流
变、现代性问题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出深度理
解，实现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视野的有机融合，以期把握中国
美学与文论的体系特征、演进脉络与规律，总结历代中国美学
与文论的思想遗产，为东西方美学、文论的交流融合提供坚实
的基础。 

汪涌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000 语言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01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02 现代西方文论述评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17 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1 文艺理论研究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2 
影视艺术与视像美学研
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4 中国美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6 美学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7 
人类学美学与当代文化
批评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28 文艺心理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30 文学人类学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33 文艺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5 艺术经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3 
中西诗学的本体论与语
言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4 比较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820001 美学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2 美学与人文科学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5 文艺理论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6 中国建筑美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7 中国文学的传统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8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5 当代人类学美学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59 
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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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20060 西方美学史（古典部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1 西方美学史（现代部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2 西方现当代美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3 周易文化与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4 传统文论的当代性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5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
代转换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001 解释学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02 文艺理论史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04 门类艺术与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05 文艺学美学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06 现当代西方美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0 美学原理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1 中国建筑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2 当代西方文论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3 女权主义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4 杜威与西方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5 科学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6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7 中国文学主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8 
文艺学与文艺学史专题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9 比较美学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文期刊 必读  
2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选读  
3 学术月刊 中文期刊 选读  
4 社会科学战线 中文期刊 选读  
5 文化的解释 格尔兹 必读  
6 审美特性 卢卡契 必读  
7 庄子 陈鼓应注本 必读  
8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9 沧浪诗话 严羽 必读  
10 New Literary History 外文期刊 选读  
11 New Literary History 外文期刊 选读  
12 文学评论 中文期刊 必读  
13 文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14 文艺理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15 思想战线 中文期刊 选读  
16 求是学刊 中文期刊 选读  
17 文艺对话录 柏拉图 必读  
18 美学 黑格尔 必读  
19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美学指南） David Cooper 主编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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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21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22 论语 杨伯峻注本 必读  
23 老子 陈鼓应注本 必读  
24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必读  
25 西方哲学史 罗素 选读  
26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 选读  
27 小逻辑 黑格尔 选读  
28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罗伯特·F·墨菲 选读  
29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马尔库斯等 选读  
30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外文期刊 必读  
31 Critical Inquiry 外文期刊 必读  
32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美学） 中文期刊 必读  
33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选读  
34 诗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35 诗艺 贺拉斯 必读  
36 判断力批判 康德 必读  
3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必读  
38 A History of Esthetics（美学史） K.E.Gilbert, H.Kuhn 必读  
39 原始思维 列维·布留尔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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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2  
            
一、 培养目标  

 

具有本学科的广博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前沿课题，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
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就若干前沿课题撰写论文。了解临近学科的基本内容
和最新成果。能熟练掌握第一外语，能用外语撰写论文，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
点。一般掌握第二外语。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研究课题的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身
心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带领本科生和硕士生从事社会语言学、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的实地调查至少一个月。 
（2）担任助教工作。 
（3）协助导师整理讲稿或书稿。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全体博士生导师作口头和书面汇报入读以来的成绩。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专题研究和撰写论文情况； 
（3）阅读文献情况； 
（4）参加实地调查情况。 
3．考试标准： 
（1）所有课程的成绩均在“中”以上； 
（2）至少已有两篇论文已向核心或权威刊物投稿； 
（3）提交已阅读文献的书目和笔记，数量应在2000页以上； 
（4）参加过一个月以上的实地调查。 
4．考核方式： 
由全体指导教师无记名投票，决定成绩等级，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
并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三周。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向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汇报入读以来的成绩，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撰写和发表论文情况。 
（3）获奖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情况。 
3．合格标准： 
（1）有课程的成绩均在“中”以上。 

 

67



·68· 

（2）至少已有一篇论文已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3）获得过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4）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得到师生好评。 
由学科点全体指导教师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同意申报硕博连读。最后由主管系主任
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审查核准。 
论题必须是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或薄弱环节。论文必须是独立完成的。作者能熟练掌握
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了解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论文一定要有新的学术观点，对本
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较大的价值，或对新的研究方向有所开拓。思路清晰、行文流
畅。字数不少10万字。 
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阅读过本专业中文各种重要的文献资料。能
用第一外语撰写论文，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能用第二外语阅读文献。不仅
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研究课题的能力，而且具备带领和组织他人开展专题研究的能
力。具备著书立说的能力。能担任两门以上本专业的本科生课程。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社会语言学 

研究语言的社会变体和地域变体、语言的社会功能、言语交际、
语言接触、语言变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等。 

陈忠敏教授（博导）  

2 
应用语言学（言
语障碍） 

运用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解释并解决人类社会相关领经
验域的语言问题。本方向侧重研究言语障碍和障碍人士的语言
沟通问题。 

龚群虎教授（博导）  

3 文化语言学 
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文化特征、文化功能，研究语言学的人
文科学方法，研究语言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研究语法 

申小龙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42 理论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43 手语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44 汉藏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0 音韵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7 社会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164 实验语音学方法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323 历史比较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4 语音学与音系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5 统计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6 神经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7 第二语言习得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8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0 语言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6 应用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7 汉语语音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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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20068 语音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69 东亚语言的比较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0 语法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1 文化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055 汉语方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17 中国手语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13 汉藏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28 西方语言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1 汉语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3 语用和语义的接口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40 国外语言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3 中国语言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4 汉字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必读  
2 方言与中国文化 游汝杰、周振鹤 选读  
3 汉语方言学导论 游汝杰 选读  
4 汉语方言学教程 游汝杰 必读  
5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游汝杰 必读  
6 游汝杰自选集（1999年） 游汝杰 选读  
7 游汝杰自选集（2003年） 游汝杰 选读  
8 汉语与中国文化 申小龙 必读  
9 中国句型文化 申小龙 必读  
10 汉语历史音韵学 潘悟云 必读  
11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 必读  
12 上古音系 郑张尚芳 选读  
13 上古汉语词根 [法]沙加尔，龚群虎译 选读  
14 切韵研究 邵荣芬 选读  
15 中原音韵音系 杨耐思 选读  
16 社会语言学 赫德森，沈家煊译 必读  
17 社会语言学教程 游汝杰、邹嘉彦 必读  

18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I: Internal Factors, Part A Introduction and 
Methodology. 7-112. Language in Society. 
（eds.） Blackwell 

Labov, William 必读  

19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eter Trudgill 选读  
20 社会语言学导论 D.Hymes Peter Trudgill 选读  
21 社会语言学概论 祝畹瑾 必读  
22 社会语言学译文集 祝畹瑾编 选读  
23 中国的语言与方言 李方桂 必读  
24 汉藏语概论 马学良等 必读  
25 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 龚群虎 选读  
26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Benedict,P.K. 选读  
27 Handbook of Proto-Tibetan-Burman Matisoff,J. 选读  
28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Matisoff,J. 选读  
29 Austro-Tai: Language and Culture Benedict,P.K.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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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Matisoff,J. 选读  
31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urgood et al 选读  
32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distinction Bach.K 选读  
33 

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Blackmore, D 必读  
34 Relevance and Linguistic Meaning Green, G 选读  
35 Cognitive Psychology Barsalou, L 选读  
36 Thought and Utterances Carston, R 必读  
37 A course in Phonetics Ladefoged,P. 选读  
38 实验语音学 吴宗济 必读  
39 训诂学 林茂灿 选读  
40 汉语训诂学史 杨瑞志 选读  
41 词汇学简论 李建国 选读  
42 现代汉语词汇 张永言 选读  
43 汉语史稿 王力 选读  
44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蒋绍愚 选读  
45 古文字学纲要 陈炜湛、唐钰明 选读  
46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梁东汉 选读  
47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 选读  
48 汉字改革概论 周有光 选读  
49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 倪海曙 选读  
50 规范语言学探索 戴昭铭 选读  
51 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高天如 选读  
52 中国语言学史 何九盈 选读  
53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王力 选读  
54 中国文化通志•语言文字学志 申小龙 选读  
55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刘坚等 选读  
56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 胡裕树、游汝杰、杨剑桥等 选读  
57 中国语文 中国社科院 选读  
58 民族语文 中国社科院 选读  
59 方言 中国社科院 选读  
60 语言文字应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选读  
61 语言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选读  
62 中国社会语言学 中国社会语言学会 选读  
63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选读  
64 Language 美国 选读  
65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美国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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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学 050103011  
            
一、 培养目标  

 

具有本学科的广博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前沿课题，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
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就若干前沿课题撰写论文。了解邻近学科的基本内容
和最新成果。熟练掌握第一外语，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一般掌握第二外语。
能运用计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研究课题的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从事语言应用或汉语方言实地考察，撰写考察报告。 
（2）担任助教工作。 
（3）参加研究生沙龙，交流学术信息，发表学术见解。 
（4）参加导师主持的研究项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汇报入校以来的成绩。 
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专题研究和撰写论文情况。 
（3）阅读文献情况。 
（4）参加语言调查情况。 
3．合格标准： 
（1）所有课程的成绩均在“中”以上。 
（2）至少已有两篇论文已向核心或权威刊物投稿。 
（3）提交已阅读文献的书目和笔记。 
（4）参加过语言运用情况或汉语方言的实际调查。 
4．考核形式： 
（1）由全体指导教师无记名投票，决定成绩等级。 
（2）成绩等级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 
（3）由全体指导教师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三周。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向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汇报入读以来的成绩。 
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撰写和发表论文情况。 
（3）获奖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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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格标准： 
（1）课程成绩均在“中”以上。 
（2）至少有一篇论文已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3）获得过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4）各方面表现良好，得到师生好评。 
由全体指导教师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同意申报硕博连读。最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
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审查核准。 
（2）论题必须是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或薄弱环节。 
（3）论文必须是独立完成的。 
（4）作者能熟练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了解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5）论文有新的学术观点，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价值，或对新的研究方向有
所开拓。 
（6）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7）字数不少于10万字。 
（8）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阅读过本专业中文各种重要的文献资料；能
用第一外语熟练阅读专业文献，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
研究课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组织他人开展专题研究的能力；具备撰写学术著作的能力；
能担任两门以上本专业的本科生课程。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汉语史 

主要研究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发展史，探索汉语语音、词
汇和语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和
规律，为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提供重要的根据，并为世界语
言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傅杰教授（博导） 
殷寄明教授（博导）  

2 汉语修辞学 

主要研究汉语修辞学理论、语体学、语言风格学、修辞学史、
修辞心理学、语言社会变异等。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着重研究汉语运用的基本规律，包括修辞现象、语体风格形成
与发展过程及其基础。深化修辞学的理论研究，强化修辞学对
语言实践的指导功能。 

吴礼权教授（博导） 
祝克懿教授（博导）  

3 中国语言学史 

主要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着重研究各个
时代的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以及语言理论、语言学思潮和
语文运动等，并注意了解和掌握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演变特点，
使之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傅杰教授（博导） 
殷寄明教授（博导）  

4 汉语语法学 

主要研究汉语语法理论、汉语语法结构、汉语语法学史。本方
向研究汉语的构词方法、汉语的词类、汉语的句型系统、汉语
的语法范畴、汉语的类型学特点、汉语语法的信息处理、汉外
语法比较、汉语的表达和应用。 

张豫峰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41 语言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42 理论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0 音韵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5 汉语方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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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164 实验语音学方法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214 古汉语语文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9 古文字专书研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0 古文字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2 甲骨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3 简帛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44 
先秦秦汉出土文献语言
研究概况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9 词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0 语言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1 现代汉语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58 古汉语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0 语法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2 
佛教与基督教古典文献
的流播与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5 语言风格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6 语体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7 汉语语用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10 近代汉字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11 敦煌文献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044 汉藏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7 社会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67 修辞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1 殷周金文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2 
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
籍整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13 汉藏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2 认知语用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3 语用和语义的接口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4 中外修辞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3 
文明互动视域下的希腊
与东方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4 
旧约希伯莱语与闪米特
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5 
印欧语及闪米特语古典
诗歌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170 古文字形体源流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1 殷商汉语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40 国外语言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1 语义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2 《尔雅》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4 音韵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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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30027 吴语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9 历史音韵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0 
国外学者中国语言学论
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氏文通 马建忠 必读  
2 新著国语文法 黎锦熙 必读  
3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陈望道等 必读  
4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必读  
5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 必读  
6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 必读  
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 必读  
8 汉语语法研究 张斌、胡裕树 必读  
9 中国话的文法 赵元任 必读  
10 不对称和标记论 沈家煊 必读  
11 语义学 徐烈炯 必读  
12 语法研究入门 吕叔湘等 必读  
13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必读  
14 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 必读  
15 语言论 布龙菲尔德 必读  
16 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17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18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 必读  
19 现代汉语修辞学 张弓 必读  
20 修辞概要 张瓌一 必读  
21 修辞格 唐钺 必读  
22 汉文文言修辞学 杨树达 必读  
23 管锥篇 钱钟书 必读  
24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 必读  
25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必读  
26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心读  
27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 洪诚 必读  
28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必读  
29 广雅疏证 王念孙 必读  
30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麒祥 必读  
31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刘坚等 必读  
32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瑢 必读  
33 训诂方法论 陆宗达、王宁 必读  
34 训诂学 洪诚 必读  
35 训诂学 郭在贻 必读  
36 训诂学原理 王宁 必读  
37 中国训诂学史 胡朴安 必读  
38 汉语训诂学史 李建国 必读  
39 读书杂志 王念孙 必读  
40 经义述闻 王引之 必读  
41 尔雅义疏 郝懿行 必读  
42 方言笺疏 钱绎 必读  
43 汉语语法史 王力 必读  
44 汉语史稿 王力 必读  
45 汉语音韵 王力 必读  
46 音韵学入门 张世禄、杨剑桥 必读  
47 文字学概要 裘锡圭 必读  
48 古文字学纲要 陈炜湛、唐钰明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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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学（硕博连读） 050103011b  
            
一、 培养目标  

 

具有本学科的广博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前沿课题，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
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就若干前沿课题撰写论文。了解邻近学科的基本内容
和最新成果。熟练掌握第一外语，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一般掌握第二外语。
能运用计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研究课题的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总学分  49 学分 
其中：公共学位课须修  5 门       9 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  7 门       14 学分 
学位基础课须修  2 门       6 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 5 门        10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须修  2 门       4 学分 
社会实践须修2 学分 
学术讲座须修2 学分 
专业外语须修  1 门        2 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从事语言应用或汉语方言实地考察，撰写考察报告。 
（2）担任助教工作。 
（3）参加研究生沙龙，交流学术信息，发表学术见解。 
（4）参加导师主持的研究项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汇报入校以来的成绩。 
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专题研究和撰写论文情况。 
（3）阅读文献情况。 
（4）参加语言调查情况。 
3．合格标准： 
（1）所有课程的成绩均在“中”以上。 
（2）至少已有两篇论文已向核心或权威刊物投稿。 
（3）提交已阅读文献的书目和笔记。 
（4）参加过语言运用情况或汉语方言的实际调查。 
4．考核形式： 
（1）由全体指导教师无记名投票，决定成绩等级。 
（2）成绩等级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等。 
（3）由全体指导教师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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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三周。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向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汇报入读以来的成绩。 
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撰写和发表论文情况。 
（3）获奖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情况。 
3．合格标准： 
（1）课程成绩均在“中”以上。 
（2）至少有一篇论文已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3）获得过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4）各方面表现良好，得到师生好评。 
由全体指导教师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同意申报硕博连读。最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
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审查核准。 
（2）论题必须是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或薄弱环节。 
（3）论文必须是独立完成的。 
（4）作者能熟练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了解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5）论文有新的学术观点，对本学科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价值，或对新的研究方向有
所开拓。 
（6）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7）字数不少于10万字。 
（8）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阅读过本专业中文各种重要的文献资料；能
用第一外语熟练阅读专业文献，并能用外语口头表达学术观点；具备独立设计课题和
研究课题的能力，初步具备组织他人开展专题研究的能力；具备撰写学术著作的能力；
能担任两门以上本专业的本科生课程。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汉语史 

主要研究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发展史，探索汉语语音、词
汇和语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和
规律，为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提供重要的根据，并为世界语
言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傅杰教授（博导） 
殷寄明教授（博导）  

2 汉语修辞学 

主要研究汉语修辞学理论、语体学、语言风格学、修辞学史、
修辞心理学、语言社会变异等。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着重研究汉语运用的基本规律，包括修辞现象、语体风格形成
与发展过程及其基础。深化修辞学的理论研究，强化修辞学对
语言实践的指导功能。 

吴礼权教授（博导） 
祝克懿教授（博导）  

3 中国语言学史 

主要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着重研究各个
时代的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以及语言理论、语言学思潮和
语文运动等，并注意了解和掌握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演变特点，
使之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傅杰教授（博导） 
殷寄明教授（博导）  

4 汉语语法学 

主要研究汉语语法理论、汉语语法结构、汉语语法学史。本方
向研究汉语的构词方法、汉语的词类、汉语的句型系统、汉语
的语法范畴、汉语的类型学特点、汉语语法的信息处理、汉外
语法比较、汉语的表达和应用。 

张豫峰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000 语言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05 古代汉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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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006 现代汉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41 语言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42 理论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0 音韵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5 汉语方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61 语言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62 语义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64 语法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65 认知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79 中国语言学史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81 训诂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59 
古希腊语及拉丁语的语
法与文本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164 实验语音学方法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214 古汉语语文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7 方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9 古文字专书研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0 古文字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2 甲骨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3 简帛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4 敦煌文学和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43 近代汉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244 
先秦秦汉出土文献语言
研究概况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9 文字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0 汉语词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1 汉语语法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2 汉语史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3 修辞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9 词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0 语言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1 现代汉语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58 古汉语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0 语法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2 
佛教与基督教古典文献
的流播与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5 语言风格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6 语体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7 汉语语用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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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20110 近代汉字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11 敦煌文献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044 汉藏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57 社会语言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67 修辞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1 殷周金文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2 
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
籍整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13 汉藏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2 认知语用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3 语用和语义的接口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4 中外修辞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3 
文明互动视域下的希腊
与东方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4 
旧约希伯莱语与闪米特
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5 
印欧语及闪米特语古典
诗歌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70 古文字形体源流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1 殷商汉语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40 国外语言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1 语义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2 《尔雅》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4 音韵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830027 吴语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9 历史音韵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0 
国外学者中国语言学论
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新著国语文法 黎锦熙 必读  
2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陈望道等 必读  
3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必读  
4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 必读  
5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 必读  
6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 必读  
7 汉语语法研究 张斌、胡裕树 必读  
8 中国话的文法 赵元任 必读  
9 不对称和标记论 沈家煊 必读  
10 语义学 徐烈炯 必读  
11 语法研究入门 吕叔湘等 必读  
12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必读  
13 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 必读  
14 语言论 布龙菲尔德 必读  
15 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16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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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古文字学纲要 陈炜湛、唐钰明 必读  
18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 必读  
19 现代汉语修辞学 张弓 必读  
20 修辞概要 张瓌一 必读  
21 修辞格 唐钺 必读  
22 汉文文言修辞学 杨树达 必读  
23 管锥篇 钱钟书 必读  
24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 必读  
25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必读  
26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心读  
27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 洪诚 必读  
28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必读  
29 广雅疏证 王念孙 必读  
30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麒祥 必读  
31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刘坚等 必读  
32 训诂学概论 齐佩瑢 必读  
33 训诂方法论 陆宗达、王宁 必读  
34 训诂学 洪诚 必读  
35 训诂学 郭在贻 必读  
36 训诂学原理 王宁 必读  
37 中国训诂学史 胡朴安 必读  
38 汉语训诂学史 李建国 必读  
39 读书杂志 王念孙 必读  
40 经义述闻 王引之 必读  
41 尔雅义疏 郝懿行 必读  
42 方言笺疏 钱绎 必读  
43 汉语语法史 王力 必读  
44 汉语史稿 王力 必读  
45 汉语音韵 王力 必读  
46 音韵学入门 张世禄、杨剑桥 必读  
47 文字学概要 裘锡圭 必读  
48 马氏文通 马建忠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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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4011  
            
一、 培养目标  

 

具备优良的学术素质与文化理念，具有坚实深厚的文化思想与文史基础，对中国古代
文化史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养成优良的学风与思维个性，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基
本掌握二门外语，熟悉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掌握并熟练运用现代文史研究的学术技能，
具有在这个领域和相近领域寻找新知识，以及从事研究与教学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于社会实践，具有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管理与研究、以
及与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其它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需要发表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做一次学术讲演，或主持一次学术讨论。 
（3）参加一本书籍与刊物的编校工作。 
（4）参与学术评论与学术批评活动，撰写相关书评或综述一至二篇。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进行学科综合考试。 
2．方式：由考试委员会主持。 
每一博士生的综合考试专设一考试委员会，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五名教授、副教授
（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导
师可以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不能担任主席。考试委员会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研
究中心主管研究生工作的主任审核同意，并经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进行考试。考试
委员会聘一名讲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作学科综合考试的记录。详细记录材料经中心主任
审阅后由教务员保存，博士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一并报研究生院。 
考试内容包括： 
（1）博士生需向委员会汇报（书面或口头）基础课与专业课学习情况；入学后所开
展的专业研究与发表论文情况；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相关读书笔记。
（2）专家需考查博士生是否掌握本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是否了解相
关研究方向学术前沿的动向，以及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考察该生是否具有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范围除本方案规定学习的课程，还包括导师指定学习的其
他有关文献。 
3．标准： 
（1）各科成绩均达到“中”以上。 
（2）完成两篇以上学术论文并达到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水平。 
（3）完成导师与本专业规定的必读书的阅读工作并能提供相关笔记，能回答相关问
题。 
4．评分方式： 
按照考生对考试内容涉及到的本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出评
语，并按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级评定成绩，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
士论文与写作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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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硕士研究生第三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组成的考试小组集体听取申请人
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奖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表现情况。 
3．考试标准： 
（1）学习方面，各门课程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外语可在“中”以上）外，
其中课程成绩“优秀”的应占百分之八十。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获得过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4）政治思想方面积极上进，得到师生好评。 
在本人汇报、教师讨论写出评语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资格要求： 
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1篇以
上与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没有发表有严重科学性错误的
文章、著作和严重歪曲原作的译作。 
（2）内容要求： 
选题有学术和社会意义；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
解与论文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研究主题明确、问题集中、论证严密可靠、有明显的
专业特色、有新见解。开题报告须通过专家论证。 
（3）技术规范要求： 
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的观点、材料、数
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接受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
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
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等符合学
术规范，没有对原文严重误读或使用误读材料；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逻辑严密，
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外文拼写
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万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 
（4）论文字数在九万字左右，加上注释内容，应达到十万字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
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部分章节（经修改后）应具有在国内权威期刊的发表水平。
（5）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对本研究方向的知识与文献资源有比较
完整而系统的把握。 
（2）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能够在相应的学术背景之中提出和确定具
体的研究课题，能够论证该课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3）了解与所研究问题的相关领域中，前人做过哪些工作、尚存哪些问题。 
（4）明确自己研究问题的难度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能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可
行的研究方案和周密的实施计划。 
（5）能够比较熟练地检索、阅读和利用本专业的中、外文资料。 
（6）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整理成规范的学术论
文。 
（7）具有独立的著书立说的能力，并具有承担大学高年级专业课教学能力。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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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国文献学史 
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及相关知识，研究传统文献整理、文
史考据，分析中国古代文献资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学习传统
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以及现代文史考证方法。 

陈尚君教授（博导） 
陈引驰教授（博导） 
 

 

2 中古文献研究 

着重研究从汉到元古代文献的传承与分布，运用传统版本学、
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及现代实证学等方法，整理与研究中
古各类文献。调研域外汉籍的分布与价值，学习运用文献资源
研究中古文学史、文化史方面的问题。 

陈尚君教授（博导） 
陈引驰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09 中国学术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83 文史考据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84 中国目录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98 古代文史经典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4 古汉语语文综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19 古文字专书研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0 古文字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2 甲骨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3 简帛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44 
先秦秦汉出土文献语言
研究概况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2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
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1 
印度宗教史与印度艺术
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10 近代汉字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11 敦煌文献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NCI830004 考据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5 中国文学学术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06 中国美术史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830010 汉学论著选读及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14 佛教与中国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1 殷周金文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2 
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
籍整理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12 海外汉学概说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8 
佛经原典与译介比较研
究：巴利语、藏语、吐
火罗语等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7 古籍校勘实践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0 古文字形体源流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1 殷商汉语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2 中古佛教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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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30024 古籍辑佚与辨伪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5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6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十三经注疏 

阮元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
要本重印全四十册、中华书局
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
印全二册 

  

2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3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中华书局1959年版 必读  
4 庄子集释 郭庆藩，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必读  
5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年版 

必读  

6 战国策三十三卷 
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新校点本 

必读  
7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必读  
8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
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必读  
9 史记 司马迁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0 汉书 班固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1 乐府诗集 郭茂倩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必读  
12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3 水经注疏 

杨守敬熊会贞科学出版社1957
年影印 

必读  
14 李太白全集 王琦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版 必读  
15 杜诗详注 仇兆鳌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6 欧阳文忠公文集 四部丛刊本 必读  
17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18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必读  
19 元曲选 

臧懋循，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 

必读  

20 关汉卿戏曲集 
吴晓玲等，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年 

必读  

21 长生殿 
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必读  

22 三国演义会评本 
陈曦钟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必读  
23 水浒传会评本 陈曦钟等，北大出版社1987 必读  
24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必读  
25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必读  
26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必读  
27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点校本 必读  
28 管锥编 钱钟书中华书局 必读  
29 谈艺录 钱钟书中华书局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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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 050105011  
            
一、 培养目标  

 

具备优良的学术素质与文化理念，具有坚实深厚的文学思想与文史基础，对中国古代
文学史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养成优良的学风与思维个性，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基
本掌握二门外语，熟悉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掌握并熟练运用现代文史研究的学术技能，
具有在这个领域和相近领域寻找新知识，以及从事研究与教学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于社会实践，具有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管理与研究，以
及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其它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需要发表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做一次学术讲演，或主持一次学术讨论。 
（3）参加一本书籍与刊物的编校工作。 
（4）参与学术评论与学术批评活动，撰写相关书评或综述一至二篇。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进行学科综合考试。 
2．方式：由考试委员会主持。 
每一博士生的综合考试专设一考试委员会，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五名教授、副教授
（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导
师可以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不能担任主席。考试委员会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研
究中心主管研究生工作的主任审核同意，并经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进行考试。考试
委员会聘一名讲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作学科综合考试的记录。详细记录材料经中心主任
审阅后由教务员保存，博士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一并报研究生院。 
考试内容包括： 
（1）博士生需向委员会汇报（书面或口头）基础课与专业课学习情况；入学后所开
展的专业研究与发表论文情况；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相关读书笔记。
（2）专家需考查博士生是否掌握本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是否了解相
关研究方向学术前沿的动向，以及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考察该生是否具有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范围除本方案规定学习的课程，还包括导师指定学习的其
他有关文献。 
3．标准： 
（1）各科成绩均达到“中”以上。 
（2）完成两篇以上学术论文并达到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水平。 
（3）完成导师与本专业规定的必读书的阅读工作并能提供相关笔记，能回答相关问
题。 
4．评分形式： 
按照考生对考试内容涉及到的本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出评
语，并按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级评定成绩，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
士论文与写作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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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硕士研究生第三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组成的考试小组集体听取申请人
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奖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表现情况。 
3．考试标准： 
（1）学习方面，各门课程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外语可在“中”以上）外，
其中课程成绩“优秀”的应占百分之八十。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获得过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4）政治思想方面积极上进，得到师生好评。 
在本人汇报、教师讨论写出评语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资格要求： 
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1篇以
上与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没有发表有严重科学性错误的
文章、著作和严重歪曲原作的译作。 
（2）内容要求： 
选题有学术和社会意义；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
解与论文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研究主题明确、问题集中、论证严密可靠、有明显的
专业特色、有新见解。开题报告须通过专家论证。 
（3）技术规范要求： 
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的观点、材料、数
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接受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
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
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等符合学
术规范，没有对原文严重误读或使用误读材料；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逻辑严密，
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外文拼写
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万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 
（4）论文字数在九万字左右，加上注释内容，应达到十万字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
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部分章节（经修改后）应具有在国内权威期刊的发表水平。
（5）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对本研究方向的知识与文献资源有比较
完整而系统的把握。 
（2）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能够在相应的学术背景之中提出和确定具
体的研究课题，能够论证该课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3）了解与所研究问题的相关领域中，前人做过哪些工作、尚存哪些问题。 
（4）明确自己研究问题的难度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能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可
行的研究方案和周密的实施计划。 
（5）能够比较熟练地检索、阅读和利用本专业的中、外文资料。 
（6）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整理成规范的学术论
文。 
（7）具有独立的著书立说的能力，并具有承担大学高年级专业课教学能力。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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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先秦两汉文学 

在学习掌握先秦两汉文学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及广泛研读《诗
经》、《楚辞》、诸子散文、汉代诗赋、史传文学的条件下，
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及史传、
诗赋等有关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陈引驰教授（博导）  

2 
魏晋南北朝文
学 

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本时段的文学现
象、作家作品及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专题
研究、六朝诗歌流变、魏晋南北朝文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
魏晋士风与文风研究等。 

骆玉明教授（博导） 
戴燕教授（博导）  

3 唐宋文学 

重点研究隋唐五代与宋辽金时期的作家作品，认识这一时期文
学的主要文献资源与研究方法，辨析经典诗文的语言艺术，研
究辞赋、散文、诗词、小说等多种文体特点与发展过程，分析
文学流派、文学思想、文学传统等主要问题。 

王水照教授（博导） 
陈尚君教授（博导） 
 

 

4 元明清文学 

以元明清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研究本时段的文学现象、
作家作品及其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
发展、特点为重点，包括元明清诗文研究、元明清小说研究、
中国戏曲史、宋元南戏研究、宋元杂剧院本研究等。 

骆玉明教授（博导） 
  

5 
佛教与中国文
学 

以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佛教的哲
学思想，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兼及中印文学
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1）佛教时空观念、世界范式的影响；
（2）大乘佛教认识论与哲理思辨的影响；（3）佛经的行文结
构与文学体制的影响；（4）佛经故事和佛经寓言的影响；（5）
佛经文学和佛教叙事诗的影响；（6）佛教人物和古代印度神话
人物的影响；（7）佛教文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8）佛经翻
译文学与语言风格的影响。 

陈引驰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84 中国目录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98 古代文史经典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14 佛教与中国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5 日本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08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3 宋代各体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4 宋代文人集团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6 佛教文化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7 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8 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59 
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3 先秦两汉文学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4 先秦两汉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5 元明清文学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6 元明清学术思潮与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4 古籍辑佚与辨伪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5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6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CHIN620083 文史考据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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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CHIN630167 古籍校勘实践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0 唐宋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1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2 佛教与唐代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3 印度佛教思想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4 中古史学与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5 古代思想与社会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6 元明清史学与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7 《文选》研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830038 宋代作家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十三经注疏 
阮元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全
四十册、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
印本影印全二册 

必读  

2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3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中华书局1959年版 必读  
4 庄子集释 郭庆藩，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必读  
5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必读  
6 战国策三十三卷 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必读  
7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必读  
8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
备要本重印 

必读  

9 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必读  
10 史记 司马迁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1 汉书 班固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2 乐府诗集 郭茂倩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必读  
13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4 水经注疏 杨守敬熊会贞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 必读  
15 李太白全集 王琦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版 必读  
16 杜诗详注 仇兆鳌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7 欧阳文忠公文集 四部丛刊本 必读  
18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19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必读  
20 元曲选 臧懋循，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必读  

21 关汉卿戏曲集 吴晓玲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 必读  
22 长生殿 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必读  
23 三国演义会评本 陈曦钟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必读  
24 水浒传会评本 陈曦钟等，北大出版社1987 必读  
25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必读  
26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必读  
27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必读  
28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点校本 必读  
29 管锥编 钱钟书中华书局 必读  
30 谈艺录 钱钟书中华书局 必读  

  

87



·88· 

中国古代文学（硕博连读） 050105011a  
            
一、 培养目标  

 

具备优良的学术素质与文化理念，具有坚实深厚的文学思想与文史基础，对中国古代
文学史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养成优良的学风与思维个性，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基
本掌握二门外语，熟悉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掌握并熟练运用现代文史研究的学术技能，
具有在这个领域和相近领域寻找新知识，以及从事研究与教学的能力；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于社会实践，具有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管理与研究，以
及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其它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总学分  49 学分 
其中：公共学位课须修  5 门       9 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  7 门       14 学分 
学位基础课须修  2 门       6 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 5 门        10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须修  2 门       4 学分 
社会实践须修2 学分 
学术讲座须修2 学分 
专业外语须修  1 门        2 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需要发表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做一次学术讲演，或主持一次学术讨论。 
（3）参加一本书籍与刊物的编校工作。 
（4）参与学术评论与学术批评活动，撰写相关书评或综述一至二篇。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进行学科综合考试。 
2．方式：由考试委员会主持。 
每一博士生的综合考试专设一考试委员会，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五名教授、副教授
（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导
师可以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不能担任主席。考试委员会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研
究中心主管研究生工作的主任审核同意，并经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进行考试。考试
委员会聘一名讲师以上职称的人员作学科综合考试的记录。详细记录材料经中心主任
审阅后由教务员保存，博士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一并报研究生院。 
考试内容包括： 
（1）博士生需向委员会汇报（书面或口头）基础课与专业课学习情况；入学后所开
展的专业研究与发表论文情况；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相关读书笔记。
（2）专家需考查博士生是否掌握本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是否了解相
关研究方向学术前沿的动向，以及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考察该生是否具有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范围除本方案规定学习的课程，还包括导师指定学习的其
他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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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 
（1）各科成绩均达到“中”以上。 
（2）完成两篇以上学术论文并达到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水平。 
（3）完成导师与本专业规定的必读书的阅读工作并能提供相关笔记，能回答相关问
题。 
4．评分形式： 
按照考生对考试内容涉及到的本领域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出评
语，并按优、良、中、合格、不合格五级评定成绩，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
士论文与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硕士研究生第三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组成的考试小组集体听取申请人
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奖情况。 
（4）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方面的表现情况。 
3．考试标准： 
（1）学习方面，各门课程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外语可在“中”以上）外，
其中课程成绩“优秀”的应占百分之八十。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获得过奖学金和其他奖励。 
（4）政治思想方面积极上进，得到师生好评。 
在本人汇报、教师讨论写出评语后，由主管系主任审核，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资格要求： 
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1篇以
上与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没有发表有严重科学性错误的
文章、著作和严重歪曲原作的译作。 
（2）内容要求： 
选题有学术和社会意义；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
解与论文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研究主题明确、问题集中、论证严密可靠、有明显的
专业特色、有新见解。开题报告须通过专家论证。 
（3）技术规范要求： 
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的观点、材料、数
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接受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
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
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等符合学
术规范，没有对原文严重误读或使用误读材料；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逻辑严密，
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外文拼写
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万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 
（4）论文字数在九万字左右，加上注释内容，应达到十万字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
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部分章节（经修改后）应具有在国内权威期刊的发表水平。
（5）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按时完成本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对本研究方向的知识与文献资源有比较
完整而系统的把握。 
（2）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能够在相应的学术背景之中提出和确定具
体的研究课题，能够论证该课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3）了解与所研究问题的相关领域中，前人做过哪些工作、尚存哪些问题。 
（4）明确自己研究问题的难度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能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可
行的研究方案和周密的实施计划。 
（5）能够比较熟练地检索、阅读和利用本专业的中、外文资料。 
（6）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整理成规范的学术论
文。 
（7）具有独立的著书立说的能力，并具有承担大学高年级专业课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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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先秦两汉文学 

在学习掌握先秦两汉文学史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及广泛研读《诗
经》、《楚辞》、诸子散文、汉代诗赋、史传文学的条件下，
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诗经》、《楚辞》、先秦诸子及史传、
诗赋等有关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陈引驰教授（博导）  

2 
魏晋南北朝文
学 

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本时段的文学现
象、作家作品及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专题
研究、六朝诗歌流变、魏晋南北朝文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
魏晋士风与文风研究等。 

骆玉明教授（博导） 
戴燕教授（博导）  

3 唐宋文学 

重点研究隋唐五代与宋辽金时期的作家作品，认识这一时期文
学的主要文献资源与研究方法，辨析经典诗文的语言艺术，研
究辞赋、散文、诗词、小说等多种文体特点与发展过程，分析
文学流派、文学思想、文学传统等主要问题。 

王水照教授（博导） 
陈尚君教授（博导） 
 

 

4 元明清文学 

以元明清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研究本时段的文学现象、
作家作品及其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
发展、特点为重点，包括元明清诗文研究、元明清小说研究、
中国戏曲史、宋元南戏研究、宋元杂剧院本研究等。 

骆玉明教授（博导） 
  

5 
佛教与中国文
学 

以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佛教的哲
学思想，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兼及中印文学
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1）佛教时空观念、世界范式的影响；
（2）大乘佛教认识论与哲理思辨的影响；（3）佛经的行文结
构与文学体制的影响；（4）佛经故事和佛经寓言的影响；（5）
佛经文学和佛教叙事诗的影响；（6）佛教人物和古代印度神话
人物的影响；（7）佛教文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8）佛经翻
译文学与语言风格的影响。 

陈引驰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000 语言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10 中国古代文学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84 中国目录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92 先秦两汉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94 中国传记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98 古代文史经典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14 佛教与中国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19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专
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4 敦煌文学和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5 唐诗宋词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5 日本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4 六朝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5 唐代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6 宋代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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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20008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3 宋代各体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4 宋代文人集团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6 佛教文化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7 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8 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59 
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3 先秦两汉文学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4 先秦两汉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5 元明清文学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6 元明清学术思潮与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4 古籍辑佚与辨伪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5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830026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083 文史考据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67 古籍校勘实践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0 唐宋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1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2 佛教与唐代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3 印度佛教思想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4 中古史学与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5 古代思想与社会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6 元明清史学与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7 《文选》研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8 宋代作家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十三经注疏 

阮元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
要本重印全四十册、中华书局
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
印全二册 

必读  

2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3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中华书局1959年版 必读  
4 庄子集释 郭庆藩，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必读  
5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年版 

必读  

6 战国策三十三卷 
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新校点本 

必读  
7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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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 
王逸注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
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必读  

9 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影印 

必读  
10 史记 司马迁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1 汉书 班固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2 乐府诗集 郭茂倩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必读  
13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4 水经注疏 

杨守敬熊会贞科学出版社1957
年影印 

必读  
15 李太白全集 王琦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版 必读  
16 关汉卿戏曲集 

吴晓玲等，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年 

必读  

17 长生殿 
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必读  

18 三国演义会评本 
陈曦钟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必读  
19 水浒传会评本 陈曦钟等，北大出版社1987 必读  
20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必读  
21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必读  
22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必读  
23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点校本 必读  
24 管锥编 钱钟书中华书局 必读  
25 谈艺录 钱钟书中华书局 必读  
29 杜诗详注 仇兆鳌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30 欧阳文忠公文集 四部丛刊本 必读  
31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32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必读  
33 元曲选 

臧懋循，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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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6  
            
一、 培养目标  

 

要求博士生勤奋学习，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史实的系统知识，要求打通现有现当
代文学史研究中种种不合理的人为界限，完成几个沟通：（1）百年来中国文学各时
段的沟通；（2）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文学的沟通；（3）文学创作和翻译、批评、编
辑史料之沟通，力求在开阔的学术视野下，熟悉并积极参与本专业的前沿发展，参与
国际国内的学术对话和沟通。在研究思路、学风、人格各方面给予良好指引，使其具
备较精湛的科研素养和能力，同时对现实保持一种人文关怀，能胜任高校及研究机构
独当一面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有冲击重大学术课题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抱负，毕业
论文应成为一部具相当学术含量的专著书稿，掌握两门外语，其中一门达到“四会”。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要求参加教学实践（以4-8周为宜），以提高实际教学能力；进行一定的学术考察（以
经费许可为限）。另外可兼导师的助研，参与一定的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 
第二学年底或第三学年初进行。 
2．方式： 
笔试、口试结合。由本学科教授组成考试小组具体负责安排。 
3．标准： 
要求博士生掌握本学科的系统知识，熟悉本学科的主要参考文献和重要理论学派的观
点、方法和成果，能合理理解本学科的基本问题，并有一定的独到见解。思路清晰，
逻辑性强，语言畅通。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拟在二年级上或下个组织一次考试，只须通过一次即可。 
2．以自愿报名为主，一级学科全系统一安排，笔试以一级学科组织命题，口试以专
业组织命题，笔试基本合格者再进入考试。 
3．笔试包括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的基本内容，3小时，百分制计分。口试以专业课和
研究课题为主，须由考生自己提出对本专业研究课题的设想，并须介绍自己掌握文献
材料和前沿研究动态的程度，百分制计分。口试、笔试各占50%，平均70分以上即通
过。 
4．笔试由系组织学位基础课程教师命题，预备AB卷，相同难度，供当年二次考试用。
命题由研究生秘书封存，考前由主管系主任决定用A或B卷。口试由系研究生工作组聘
请各专业导师，成立以专业为单位的考试小组，组长一人，组员二人，其中二名为本
专业，一名为外专业，必须是两名以上博导。 
5．硕博连读者参加考试的前提，是所修学位课程成绩均须在中（含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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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应在入学后第三学期之前（含第三学期）通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论
文选题的内涵、价值；论文涉及的课题研究的历史沿革、现状及核心问题；学术意义
和实践价值。提出预期目的（比如针对某一学术难题），完成该课题的有利条件和局
限，初步计划和步骤。 
博士论文撰写时间一般为两学年，论文以5—8万字为宜。论文应有冲击本专业重大学
术课题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抱负和实力，观点有独创性，体现出高水准的研究素养和写
作能力。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较高学术水平和独立科研能力，对本专业学术问题有深入思索和系统而独到的见
解；有很强的专著很论文的撰写能力，能够在学校规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学
术论文，有条件的博士生可参与导师承担的研究项目的部分工作，能积极介入专业前
沿课题和基础学术问题的高水平对话研讨。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20世纪中国文
学史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并对每一历史时期
的主要创作思潮、创作现象、创作流派、文学社团、理论批评
及重要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同时还将探讨百年中国文学
的发展与中外文化的关系。 

陈思和教授（博导） 
周斌教授（博导） 
张新颖教授（博导） 
 

 

2 
中国近现代文
学 

主要研究戊戌至五四20年间的中国文学潮流，特别关注中国文
学在近代时期所发生的古今演变问题。 

朱文华教授（博导） 
栾梅健教授（博导） 
袁进教授（博导） 

 

3 
中国现当代文
学思想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关注文论、批评、思潮、作
家作品等。 

郜元宝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312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4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
文化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5 
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
文化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6 传记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7 
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纲
要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820039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0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1 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3 20世纪中国文体文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4 中篇小说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7 
中国现当代各体文学研
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12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9 电视剧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0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专题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1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想
基础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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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30022 中国书法美学史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3 
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基本命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4 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2 胡适分类文选 中华书局 必读  
3 周作人旧著集印 岳麓书社 必读  
4 胡风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5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6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 必读  
7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陈平原 必读  
8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等 必读  
9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主编 必读  
10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唐金海周斌主编 必读  
11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简史（修订本） 黄修已 必读  
1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东方出版中心 必读  
13 中国新文学大系 良友，上海文艺 必读  
14 中国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15 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社 必读  
16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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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博连读） 050106a  
            
一、 培养目标  

 

要求博士生勤奋学习，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史实的系统知识，要求打通现有现当
代文学史研究中种种不合理的人为界限，完成几个沟通：（1）百年来中国文学各时
段的沟通；（2）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文学的沟通；（3）文学创作和翻译、批评、编
辑史料之沟通，力求在开阔的学术视野下，熟悉并积极参与本专业的前沿发展，参与
国际国内的学术对话和沟通。在研究思路、学风、人格各方面给予良好指引，使其具
备较精湛的科研素养和能力，同时对现实保持一种人文关怀，能胜任高校及研究机构
独当一面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有冲击重大学术课题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抱负，毕业
论文应成为一部具相当学术含量的专著书稿，掌握两门外语，其中一门达到“四会”。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总学分  49 学分 
其中：公共学位课须修 5 门  9 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 7 门  14 学分 
学位基础课须修 2 门  6 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 5 门  10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须修 2 门  4 学分 
社会实践须修 2 学分 
学术讲座须修 2 学分 
专业外语须修 1 门  2 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要求参加教学实践（以4-8周为宜），以提高实际教学能力；进行一定的学术考察（以
经费许可为限）。另外可兼导师的助研，参与一定的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 
第二学年底或第三学年初进行。 
2．方式： 
笔试、口试结合。由本学科教授组成考试小组具体负责安排。 
3．标准： 
要求博士生掌握本学科的系统知识，熟悉本学科的主要参考文献和重要理论学派的观
点、方法和成果，能合理理解本学科的基本问题，并有一定的独到见解。思路清晰，
逻辑性强，语言畅通。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拟在二年级上或下个组织一次考试，只须通过一次即可。 
2．以自愿报名为主，一级学科全系统一安排，笔试以一级学科组织命题，口试以专
业组织命题，笔试基本合格者再进入考试。 
3．笔试包括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的基本内容，3小时，百分制计分。口试以专业课和
研究课题为主，须由考生自己提出对本专业研究课题的设想，并须介绍自己掌握文献
材料和前沿研究动态的程度，百分制计分。口试、笔试各占50%，平均70分以上即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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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笔试由系组织学位基础课程教师命题，预备AB卷，相同难度，供当年二次考试用。
命题由研究生秘书封存，考前由主管系主任决定用A或B卷。口试由系研究生工作组聘
请各专业导师，成立以专业为单位的考试小组，组长一人，组员二人，其中二名为本
专业，一名为外专业，必须是两名以上博导。 
5．硕博连读者参加考试的前提，是所修学位课程成绩均须在中（含中）以上。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应在入学后第三学期之前（含第三学期）通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论
文选题的内涵、价值；论文涉及的课题研究的历史沿革、现状及核心问题；学术意义
和实践价值。提出预期目的（比如针对某一学术难题），完成该课题的有利条件和局
限，初步计划和步骤。 
博士论文撰写时间一般为两学年，论文以5—8万字为宜。论文应有冲击本专业重大学
术课题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抱负和实力，观点有独创性，体现出高水准的研究素养和写
作能力。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较高学术水平和独立科研能力，对本专业学术问题有深入思索和系统而独到的见
解；有很强的专著很论文的撰写能力，能够在学校规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学
术论文，有条件的博士生可参与导师承担的研究项目的部分工作，能积极介入专业前
沿课题和基础学术问题的高水平对话研讨。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20世纪中国文
学史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并对每一历史时期
的主要创作思潮、创作现象、创作流派、文学社团、理论批评
及重要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同时还将探讨百年中国文学
的发展与中外文化的关系。 

陈思和教授（博导） 
周斌教授（博导） 
张新颖教授（博导） 
 

 

2 
中国近现代文
学 

主要研究戊戌至五四20年间的中国文学潮流，特别关注中国文
学在近代时期所发生的古今演变问题。 

朱文华教授（博导） 
栾梅健教授（博导） 
袁进教授（博导） 

 

3 
中国现当代文
学思想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关注文论、批评、思潮、作
家作品等。 

郜元宝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000 语言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0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168 中国近现代报刊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72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28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研
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229 20世纪中国新诗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8 
中国近、现、当代文学
研究前沿课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9 中国近代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0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1 
1950-1970年代中国文
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2 文革后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3 
中国近、现、当代各体
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4 
中国近、现、当代重要
作家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5 中国现、当代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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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312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4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
文化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5 
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
文化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6 传记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7 
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纲
要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9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0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1 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3 20世纪中国文体文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4 中篇小说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7 
中国现当代各体文学研
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12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9 电视剧美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0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专题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1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想
基础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2 中国书法美学史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3 
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基本命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4 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中国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2 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社 必读  
3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出版社 必读  
4 周作人旧著集印 岳麓书社 必读  
5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陈平原 必读  
6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等 必读  
7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主编 必读  
8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唐金海周斌主编 必读  
9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10 胡适分类文选 中华书局 必读  
11 胡风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12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13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 必读  
14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简史（修订本） 黄修已 必读  
15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东方出版中心 必读  
16 中国新文学大系 良友，上海文艺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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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108  
            
一、 培养目标  

 

1、使用印欧语言的每一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对于有能力的硕士
生与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一门以上的辅助性古典语言。第一外语是学习英语的硕士生
与博士生，必须另外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如法语、德语等，建议有能力的硕士生与博
士生可以选修第三外语。关于法语、德语等第二外语的开设，除去可以选修复旦大学
研究生院所开设的“第二外语课程”外，还可选修比较文学专业选修课中作为文学经
典阅读的法语、德语课程（由黄蓓、白钢与刘震开设）。 
对于第一外语或第二外语是学习印欧语（及闪米特语）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要求他们
必须在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等中任选一门辅助性古典语言，对于有能力的硕
士生与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辅助性古典语言；在硕士阶段选修过一门辅助性古
典语言的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辅助性古典语言。 
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等初级课程分别在一年级、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第二学
期开设。关于古希腊语、拉丁语的选修，我们鼓励硕士生与博士生到本校其他院系选
修相关课程，除此之外，古希腊语、拉丁语与希伯莱语也由本专业的康士林、白钢开
设。同时，在硕士生与博士生期间的第一个暑假和第二个暑假，我们将把在本校其他
院系与本专业学习过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优秀同学，选送到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
及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其面向国际学界开设的为期45天的“西方中古文学课程班”进
行古希腊与拉丁语的强化深造。在这个课程班上，复旦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生与博士
生主要学习高级水平的古希腊语、拉丁语课程，还包括学习美国学者用全英文讲授的
西方中古文学及其文化思潮的课程。另外，我们也提供机会把学习英语、法语、德语、
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与梵文等硕士生与博士生推荐到美国、英国、法国、德
国、印度等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使他们有机会完成语言与学术上的进一步深造。 
2、在东亚文学及其文化关系研究层面上，本研究方向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学习
英语与日语或英语与韩语，此外，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导师的建议再辅修一至两门
与自己专业研究相关的外语，并且推动日语与韩语优秀的同学到日本、韩国高校及学
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3、在德国语言文化与南亚文化关系研究层面上，我们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学习
德、英、法中的两门外语，同时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学习一门相关研究方向的辅
助性古典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梵文、亚述-巴比伦语、巴利文、
古代伊朗语（古波斯语、阿维斯特语）、苏美尔语、吐火罗语、阿拉美语（古叙利亚
语）、赫梯语、古代阿尔泰语（古突厥语、中古蒙古语），对于有能力的硕士生与博
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或更多门辅助性古典语言；在硕士阶段选修过一门辅助性
古典语言的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辅助性古典语言。 
德语、法语除去可以选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所开设的“第二外语课程”，还可选修比
较文学专业选修课中作为文学经典阅读的德语、法语课程（由白钢、刘震与黄蓓开设），
此外，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由刘震开设，相关研究方向的其它语言由白钢开设。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公共选修课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99



·100·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有关讲座 
（1）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及中文系对研究生管理的规定，要求比较文学专业的硕
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参加本专业在读期间举办的学术讲座并签到，如有原因不能参加者
应该向主持讲座的老师请假说明原因，请假与缺席在本专业学术讲座总次数的十分之
三以上者，请自觉地不要提出获取此项学分，没有此项学分不得毕业。每位硕士生与
博士生对自己在读期间所应该参加的学术讲座需要撰写相关字数的学术报告（含讲座
时间、地点、讲者、讲题、讲座内容及学术心得），在参加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答辩
时，把在读期间所集纳的学术讲座报告一并提交中文系研究生办公室备案，不提交者
不能获取此项学分，不能获取相关学位。此外，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尽可能地参加本
校其他专业举办的相关学术讲座。 
（2）本专业将利用复旦大学要求各院系、各专业在每年5月份月举办的校庆讲座，把
其举办为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生论坛，本专业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参加此
次论坛，三年三次，每一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在三次论坛上至少做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发言，无故缺席者请自觉地不要向中文系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提出获取此项学分。
每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对自己在读期间所参加的三次学术讲座报告要进行文字总结（含
讲座时间、地点、讲者、讲题、讲座内容），在参加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时，把
集纳的三次学术讲座报告总结一并提交中文系研究生办公室备案，不提交者不能获取
此项学分，不能获取相关学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研究生论坛是由比较文学专业下的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共同
参加的，以推动论坛学术水平的整体提高。 
（3）除此之外，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二年级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旁听本专业硕士生
与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与答
辩集体进行，鼓励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与答辩集体进行，以进一步推动导师与研究生在
集体开题与答辩中的学术互动，开题与答辩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与完成。硕士生
与博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前，除了遵守与完成《复旦大学研究生学习和申请学
位的主要管理文件选编》及《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精英化培养规
划》对其所要求的各项指标外，要求一、二年级的硕士生必须旁听硕士生的学位论文
开题与答辩，要求一、二年级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旁听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与答
辩，以获取相应的学术信息、学术经验及学位论文写作的技术方法等，不得无故缺席。
以上三方面考评内容，我们要求每一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在锻造自己的人品与学养两个
层面上自觉地配合与执行。 
2、关于实习 
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及中文系对研究生管理的规定，比较文学专业把硕士生与博士
生的实习定位在教学与学术实践上，帮助导师做助教、助管，协助老师参预本专业的
学科管理和教学管理活动，参与本专业的各项学术交流活动等。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第二学年末。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授权点的全体博士生导师作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
内容应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进校以来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学术文章的情况； 
（3）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阅读情况，尤其是与学位论文写作有针对性的知识积累情
况，并提供读书札记； 
（4）参加社会实践情况及社会反映情况。 
3、考试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和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绩均在“中”
以上； 
（2）论文写作要完成2篇以上，并已经向权威期刊或核心期刊投稿； 
（3）阅读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应在5000页以上； 
（4）参加一次（时间在1个月左右）以上的社会实践（或田野工作）。 
4、考核方式： 
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级：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写出评语，明确鉴定是否同意继续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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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级硕士生开始，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生的工作重点是定位在硕士生的
“硕博连读”培养方面。由于我们对比较文学研究生的两类录取生源（直研与考研）
在录取的面试时即提前强化他们的外语训练，这实际上是有效地延长了硕士生的培养
时间。我们将在硕士生中遴选优秀者，鼓励他们申请硕博连读，使自己的科研尽早地
跨入更高一级的博士论文写作平台。申请成功的硕士生不再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不再
参加复旦大学博士生的统一录取考试，但必须修满“培养方案”对硕士生所要求的全
部学分。凡是准备申请硕博连读的硕士生，必须在第四个学期向导师、专业负责人和
中文系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提出初步申请，资格审查通过后，参加中文系研究生办公
室举办的硕博连读的面试工作。准备硕博连读的硕士生应该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进
入博士论文的选题思考，收集相关材料与制定初步计划，为自己提出申请硕博连读和
参加硕博连读面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培养的计划与技术上来
看，如果申请硕博连读成功，实际上已经把博士论文准备、思考与写作的时间延长了
一年。由于比较文学专业是一门要求研究生在外语能力及知识结构上努力接近学贯中
外与学贯古今的精英学科，所以，我们鼓励、主张把博士生获取相关学位的时间延长
为四年或五年，加上硕士的第三学年即进入博士论文的思考与准备状态，这样对于申
请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来说，实际上把博士论文的思考、准备与写作时间延长为五年或
六年。这样，将为直博的研究生写好一部厚重且职业化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提
供充分且有效的准备。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在2009年开始逐步完成从本科直升硕士，从硕士直升博士的连
续性专业化培养工作，以10年以上的专业连续培养机制在比较文学方向下打造接近学
贯中西、学贯古今且拥有四门以上外语能力的精英专业学者，为国内高校、科研机构、
国家政府机关、外企、国企、涉外公司企业、涉外新闻出版机构及相关用人单位提供
具有多种语言能力及中外文化功底深厚的职业化人才。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鼓励对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薄弱的问题进行探索。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整篇论文的实际写作时间应不少于2学年，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字，加上注释部
分要达到12万字左右。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较科学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引用的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清
晰，行文流畅。 
（6）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部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学位论文在总体上应充分反映学生具有较扎实的本专业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的能力。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培养规划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推动硕士生尤其
博士生接近国际比较文学界研究生培养所要求的四门外语水平，及推动他们努力获得
应有的具有国际性的知识结构及语言能力，为他们在未来从事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跨学科研究及相应的工作时，能够真正地在汉语与相关外语汇通的深层语境结构中进
行整合性思考，也为愿意到北美、欧洲和日本申请攻读比较文学或东亚文学博士学位
的硕士生提供很好的语言能力及知识结构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国哈佛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的比较文学系均对世界各国招收全额
奖学金的博士生，但是他们所招收的学生均要求有四门以上的外语能力，其中必须包
括两门以上的古典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或希伯莱语等。为什么中国高校中文系与
外语系的本科生与硕士生往往只能申请到欧美高校的东亚系读博士，因为东亚系只需
要两门外语能力，其中含一门汉语。在欧美、日本高校的人文学科领域，比较文学是
一门公认的精英学科，比较文学系的学术要求与学术水平远高于东亚系。我们推动复
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硕士生努力学习两门以上的外语及两门以上的古典
语言，也就是为希望到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国际一流高校申请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硕
士生而奠定扎实的语言基础。 

 

  
 

 

八、 学习年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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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外文学关系
研究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在基本熟悉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基础上，努力打通中外，
寻求中外文学中的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从中发现存在于中外
文学中的共同文学规律及其相互联系，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
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与参考借鉴。 

陈思和教授博导 
梁永安副教授 
王宏图教授 
严锋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
学与外域文学关系研究） 
徐志啸教授博导（中国古代
文学与外域文学关系研究）
邵毅平教授博导（中国文学
与东亚文学关系研究） 

 

2 

比较诗学研究 
（Studies on 
Comparative 
Poetics） 

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前沿领域，它除了要求学生具备比
较文学以及诸种国别诗学的基础知识之外，还要求学生对当代
的人文知识有所了解。本课程从国际诗学关系、跨文化诗学研
究、以及理论诗学等三个方面着手分别考察国别诗学的各种复
杂的影响接受关系，在新的人文知识的引导下进行跨文化的诗
学问题的研究以及辨析各种创新性的诗学理论，以期突破国别
诗学的局限，形成一种世界诗学的全局眼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入领会比较文学的精神，逐步
养成世界性的汇通视域，掌握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从而在一
个更高的平台上认识文学的普遍规律。 

张汉良教授博导 
杨乃乔教授博导 
周荣胜教授博导 
王柏华副教授 

 

3 

英语文学、理论
与中英文化关
系研究 
（Studi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ory &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ulture） 

英语文学方向要求学生从文学思潮的宏观角度与文本细读的微
观角度把握各英语文学流派和作家的美学渊源及创作的独特
性；英美文学理论要求学生了解英国和美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主
要思潮和批评家，及其对英国和美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中英文
化关系研究要求学生在掌握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上，了解中英文化文学交流史，并能够从具体文本出发展开研
究。 

王宏图教授 
戴从容教授  

4 

法国文学与中
法文化关系研
究 
（Studies on 
French 
literature &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 

法国文学研究要求学生从文学思潮的宏观角度与文本细读的微
观角度把握法国文学的独特性，从而开拓比较文学的视阈与方
法。中法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则要求学生掌握中法文化文学交流
史在每一阶段的不同特征，并能够从具体文本出发展开细致扎
实的研究。 

黄蓓副教授  

5 

德语学术与印
度（佛教）古典
语言文化研究 
（Studies on 
German School 
& Studies on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uddhism]） 

本学科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德语学术对于印度学、伊朗学、历
史比较语言学、中亚历史文化、宗教史的研究传统及其成果，
要求学生具备阅读和使用相关研究文献及所对应的古典语言的
能力。由于佛教在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
上极重要之地位，其生成、发展、流播的过程，其思想渊源和
文化意义，将是这一研究方向下的重点。 

白钢副教授（印欧语系及闪
米特语系古典语言文化研
究） 
刘震副教授（德、中、印文
学及其语言文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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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亚汉文学史
及东亚汉学研
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 
Studies on 
East Asian 
Sinology） 

以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各国各地区（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中南半岛）间的文学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包括综合的“总
体文学”性质的研究，如古代东亚中国文学接受史、古代东亚
汉文学史、古代东亚文学关系史，也包括双边和多边文学关系
的研究，如中日、中韩、中越、中日韩、日韩越等文学关系的
研究，而尤其注重前者。 

邵毅平教授博导  

7 

跨艺术与跨文
化研究 
（Inter Art 
and Culture 
Studies） 

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文化关系和形式转换。其中主要有三
个方面：1、跨媒体文化研究：包括文学与电影、文学与新媒体、
文学与美术等；2、跨文化研究：包括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现代
哲学思潮、文学与现代教育等；3、城市文化研究：包括城市空
间与文化转型、城市生存与大众文化、中西文化关系与城市意
象等。要求学生对世界现代史、人文地理学、艺术发展史有系
统的知识。 
 
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异同与互动关系，探究不同媒
体承载的艺术之间美感经验的共通与差异，从跨媒体的角度解
读文化史的发展规律，关注电脑与网络时代新媒体艺术性之呈
现与最新走向。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1、跨媒体文化研究：包
括文学与电影、文学与新媒体、文学与美术等；2、跨文化研究：
包括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现代哲学思潮、文学与现代教育等；3、
城市文化研究：包括城市空间与文化转型、城市生存与大众文
化、中西文化关系与城市意象等。要求学生对世界现代史、人
文地理学、艺术发展史有系统的知识。 

梁永安副教授 
严锋副教授（含文学与电
影、文学与媒体、文学与音
乐、文学与绘画、文学与哲
学、文学与宗教等方向） 

 

8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系统掌握西方自古罗马，中国自佛经翻译以来的翻译活动及研
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包括主要翻译家、翻译学者、翻译事件及
翻译思想。通过阅读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原著，了解当代西方翻
译研究的新方法，特别是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视野。结
合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习，引导学生关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
题，培养翻译研究意识和能力。 

王宏志教授博导（翻译与中
国现代文学） 
王柏华副教授（中国古代文
学与文论英译研究） 
白钢副教授（佛教及基督教
古典文献的传播与翻译）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12 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78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07 美国华人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1 译介学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3 
中西诗学的本体论与语
言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4 比较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5 世界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6 比较文学理论原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8 中西文化关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
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9 比较文学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0 欧美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1 美国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2 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3 文学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4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个
案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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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20085 翻译研究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93 东亚中国文学接受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4 英语小说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5 
欧美现代与后现代文学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6 印度宗教文学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学位专业
课 

CHIN820097 
法语文学思潮原典精读
与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8 比较诗学方法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9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研
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0 中国文论英译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1 
印度宗教史与印度艺术
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2 
佛教与基督教古典文献
的流播与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3 东亚汉籍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4 东亚汉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209 美国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3 
文明互动视域下的希腊
与东方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4 
旧约希伯莱语与闪米特
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5 
印欧语及闪米特语古典
诗歌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6 西方文化研究概述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7 法国文学批评与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8 
佛经原典与译介比较研
究：巴利语、藏语、吐
火罗语等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9 东亚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0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1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2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学
诠释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3 符号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4 西方当代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5 西方古典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228 汤婷婷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7 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3 西方小说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8 海外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比较文学论 保罗·梵·第根 必读  
2 比较文学 [法]马·法·基亚著，颜保译 必读  
3 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 约翰·丁尼编 必读  
4 文化论 马林诺夫斯基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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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德]H·R·姚斯、[美]R·C·霍
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 

必读  
6 比较文学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 必读  
7 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 沈福伟著 必读  
8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著 必读  
9 法国作家与中国 钱林森著 必读  
10 文明史纲 [法]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 必读  
11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铃木修次著，吉林大学日
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 

必读  
12 中国文学在日本 严绍璗、王晓平著 必读  
13 中国文学在朝鲜 韦旭升著 必读  
14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 饶芃子主编 必读  
15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 必读  
16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美）韦斯坦因 选读  
17 比较文学概论 杨乃乔主编 选读  
18 欧洲文学史 李赋宁主编 选读  
19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 曾繁仁主编 选读  
20 什么是比较文学 

（法）布吕奈尔等著，葛雷等
译  

选读  
21 管锥编 钱锺书 选读  
22 管锥编增订 钱锺书 选读  
23 谈艺录 钱锺书 选读  
24 七缀集 钱锺书 选读  
25 批评的诸种概念 （美）韦勒克著 选读  
28 中外文学交流史 周发祥、李岫主编      选读  
29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等编
译 

选读  
30 后现代的状况 （美）戴维•哈维著，阎嘉译 选读  
32 美国当代文学 

（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王
逢振等译 

选读  

33 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美）萨默瓦、波特主编，麻
争旗等译 

选读  
34 海外华文文学现状 潘亚敦著 选读  
35 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 选读  
36 中韩文学关系史论 李岩著 选读  
37 《海外华文文学概要》第四卷 陈贤茂著 选读  
38 金枝 弗雷泽 选读  
39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法）克劳婷•苏尔梦编，颜保
等译 

选读  
40 汉文古小说论衡 （俄）李福清著，陈周昌选编 选读  
41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朱云影著 选读  
42 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 金克木编译 选读  
43 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 贾植芳、陈思和 选读  
44 译介学 谢天振 选读  
45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 徐志啸 选读  
46 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 邵毅平著 选读  
47 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 叶维廉 选读  
48 文心雕龙讲疏 王元化 选读  
49 中国文学理论 刘若愚 选读  
50 比较诗学导论 陈跃红 选读  
51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 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 选读  
52 剑桥美国文学史 伯克维奇主编，孙宏等译 选读  
53 英国文学史 李赋宁主编 选读  
54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 戴从容 选读  
55 中西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 杨乃乔 选读  
56 近代文学批评史 : 1750-1950 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 选读  
57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赵毅衡 选读  
58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葛桂录 选读  
59 法国文学史 郑克鲁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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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钱林森 选读  
61 比较文学形象学 孟华 选读  
62 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缪里尔•德特里 选读  
63 梵竺庐集(乙)-印度文学史 金克木 选读  
64 梵竺庐集(丙)-梵佛探 金克木 选读  
65 印度古典诗学 黄宝生 选读  
66 季羡林集 季羡林 选读  
67 翻译与后现代性 陈永国主编 选读  
68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刘禾 选读  
69 中国翻译简史 马祖毅 选读  
70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né Etiemble 选读  
71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Earl Miner 选读  

72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 
Perspectives 

Yves Chevrel, Trans. by 
Farida Elizabeth Dahab 

选读  

73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8th ed., vol.1-2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 
eds. 

选读  

74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ort Edition 

Nina Baym, ed. 选读  

75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 the Renaissance O. B. Hardison. 选读  

76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v. I, 
II 

Brunel (Pierre) 选读  

77 
Dichtung und Dichtersprache in 
indogermanischer Zeit 

Rüdiger Schmitt  选读  
78 Indogermanische Dichtersprache Rüdiger Schmitt  选读  
79 

How to kill a dragon. Aspects of 
Indo-European Poetics 

Calvert Watkins 选读  

80 

La langue poétique Indo-Européenne: actes du 
colloque de travail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Européennes (Indogermanische 
Gesellschaft/Society for Indo-European 
Studies) 

Jean-George Pinault & Daniel 
Petit 

选读  

81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 

选读  
82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 ed. 选读  
83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选读  
84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家协会 选读  
85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选读  
86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诗学研究
所 

选读  
87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选读  
88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
所 

选读  
89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90 中国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 选读  
91 中西学术 复旦大学中文系 选读  
92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选读  
93 Collision: Interarts Practice and Research David Cecchetto 选读  
94 拉奥孔 莱辛 选读  
95 从小说到电影 乔治·布鲁斯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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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博连读） 050108a  
            
一、 培养目标  

 

1、使用印欧语言的每一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对于有能力的硕士
生与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一门以上的辅助性古典语言。第一外语是学习英语的硕士生
与博士生，必须另外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如法语、德语等，建议有能力的硕士生与博
士生可以选修第三外语。关于法语、德语等第二外语的开设，除去可以选修复旦大学
研究生院所开设的“第二外语课程”外，还可选修比较文学专业选修课中作为文学经
典阅读的法语、德语课程（由黄蓓、白钢与刘震开设）。 
对于第一外语或第二外语是学习印欧语（及闪米特语）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要求他们
必须在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等中任选一门辅助性古典语言，对于有能力的硕
士生与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辅助性古典语言；在硕士阶段选修过一门辅助性古
典语言的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辅助性古典语言。 
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等初级课程分别在一年级、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第二学
期开设。关于古希腊语、拉丁语的选修，我们鼓励硕士生与博士生到本校其他院系选
修相关课程，除此之外，古希腊语、拉丁语与希伯莱语也由本专业的康士林、白钢开
设。同时，在硕士生与博士生期间的第一个暑假和第二个暑假，我们将把在本校其他
院系与本专业学习过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优秀同学，选送到台湾辅仁大学外国语学院
及比较文学研究所，在其面向国际学界开设的为期45天的“西方中古文学课程班”进
行古希腊与拉丁语的强化深造。在这个课程班上，复旦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生与博士
生主要学习高级水平的古希腊语、拉丁语课程，还包括学习美国学者用全英文讲授的
西方中古文学及其文化思潮的课程。另外，我们也提供机会把学习英语、法语、德语、
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与梵文等硕士生与博士生推荐到美国、英国、法国、德
国、印度等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使他们有机会完成语言与学术上的进一步深造。 
2、在东亚文学及其文化关系研究层面上，本研究方向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学习
英语与日语或英语与韩语，此外，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导师的建议再辅修一至两门
与自己专业研究相关的外语，并且推动日语与韩语优秀的同学到日本、韩国高校及学
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3、在德国语言文化与南亚文化关系研究层面上，我们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学习
德、英、法中的两门外语，同时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学习一门相关研究方向的辅
助性古典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莱语、梵文、亚述-巴比伦语、巴利文、
古代伊朗语（古波斯语、阿维斯特语）、苏美尔语、吐火罗语、阿拉美语（古叙利亚
语）、赫梯语、古代阿尔泰语（古突厥语、中古蒙古语），对于有能力的硕士生与博
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或更多门辅助性古典语言；在硕士阶段选修过一门辅助性
古典语言的博士生，鼓励他们选修第二门辅助性古典语言。 
德语、法语除去可以选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所开设的“第二外语课程”，还可选修比
较文学专业选修课中作为文学经典阅读的德语、法语课程（由白钢、刘震与黄蓓开设），
此外，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由刘震开设，相关研究方向的其它语言由白钢开设。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5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8 16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公共选修课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107



·108·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总学分  55 学分 
其中：公共学位课须修 5 门  9 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 8 门  16 学分 
学位基础课须修 2 门  6 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 6 门  12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须修 1 门  2 学分 
社会实践须修 2 学分 
学术讲座须修 2 学分 
专业外语须修 1 门  2 学分 
公共选修课须修 2 门  4 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有关讲座 
（1）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及中文系对研究生管理的规定，要求比较文学专业的硕
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参加本专业在读期间举办的学术讲座并签到，如有原因不能参加者
应该向主持讲座的老师请假说明原因，请假与缺席在本专业学术讲座总次数的十分之
三以上者，请自觉地不要提出获取此项学分，没有此项学分不得毕业。每位硕士生与
博士生对自己在读期间所应该参加的学术讲座需要撰写相关字数的学术报告（含讲座
时间、地点、讲者、讲题、讲座内容及学术心得），在参加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答辩
时，把在读期间所集纳的学术讲座报告一并提交中文系研究生办公室备案，不提交者
不能获取此项学分，不能获取相关学位。此外，要求硕士生与博士生尽可能地参加本
校其他专业举办的相关学术讲座。 
（2）本专业将利用复旦大学要求各院系、各专业在每年5月份月举办的校庆讲座，把
其举办为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生论坛，本专业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参加此
次论坛，三年三次，每一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在三次论坛上至少做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发言，无故缺席者请自觉地不要向中文系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提出获取此项学分。
每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对自己在读期间所参加的三次学术讲座报告要进行文字总结（含
讲座时间、地点、讲者、讲题、讲座内容），在参加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时，把
集纳的三次学术讲座报告总结一并提交中文系研究生办公室备案，不提交者不能获取
此项学分，不能获取相关学位。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研究生论坛是由比较文学专业下的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共同
参加的，以推动论坛学术水平的整体提高。 
（3）除此之外，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二年级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旁听本专业硕士生
与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与答
辩集体进行，鼓励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与答辩集体进行，以进一步推动导师与研究生在
集体开题与答辩中的学术互动，开题与答辩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与完成。硕士生
与博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前，除了遵守与完成《复旦大学研究生学习和申请学
位的主要管理文件选编》及《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精英化培养规
划》对其所要求的各项指标外，要求一、二年级的硕士生必须旁听硕士生的学位论文
开题与答辩，要求一、二年级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必须旁听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与答
辩，以获取相应的学术信息、学术经验及学位论文写作的技术方法等，不得无故缺席。
以上三方面考评内容，我们要求每一位硕士生与博士生在锻造自己的人品与学养两个
层面上自觉地配合与执行。 
 
2、关于实习 
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及中文系对研究生管理的规定，比较文学专业把硕士生与博士
生的实习定位在教学与学术实践上，帮助导师做助教、助管，协助老师参预本专业的
学科管理和教学管理活动，参与本专业的各项学术交流活动等。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第二学年末。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授权点的全体博士生导师作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
内容应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进校以来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学术文章的情况； 
（3）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阅读情况，尤其是与学位论文写作有针对性的知识积累情
况，并提供读书札记； 
（4）参加社会实践情况及社会反映情况。 
3、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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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政治和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绩均在“中”
以上； 
（2）论文写作要完成2篇以上，并已经向权威期刊或核心期刊投稿； 
（3）阅读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应在5000页以上； 
（4）参加一次（时间在1个月左右）以上的社会实践（或田野工作）。 
4、考核方式： 
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级：优、良、中、及
格、不及格），写出评语，明确鉴定是否同意继续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从2009级硕士生开始，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硕士生的工作重点是定位在硕士生的
“硕博连读”培养方面。由于我们对比较文学研究生的两类录取生源（直研与考研）
在录取的面试时即提前强化他们的外语训练，这实际上是有效地延长了硕士生的培养
时间。我们将在硕士生中遴选优秀者，鼓励他们申请硕博连读，使自己的科研尽早地
跨入更高一级的博士论文写作平台。申请成功的硕士生不再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不再
参加复旦大学博士生的统一录取考试，但必须修满“培养方案”对硕士生所要求的全
部学分。凡是准备申请硕博连读的硕士生，必须在第四个学期向导师、专业负责人和
中文系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提出初步申请，资格审查通过后，参加中文系研究生办公
室举办的硕博连读的面试工作。准备硕博连读的硕士生应该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进
入博士论文的选题思考，收集相关材料与制定初步计划，为自己提出申请硕博连读和
参加硕博连读面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培养的计划与技术上来
看，如果申请硕博连读成功，实际上已经把博士论文准备、思考与写作的时间延长了
一年。由于比较文学专业是一门要求研究生在外语能力及知识结构上努力接近学贯中
外与学贯古今的精英学科，所以，我们鼓励、主张把博士生获取相关学位的时间延长
为四年或五年，加上硕士的第三学年即进入博士论文的思考与准备状态，这样对于申
请硕博连读的研究生来说，实际上把博士论文的思考、准备与写作时间延长为五年或
六年。这样，将为直博的研究生写好一部厚重且职业化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提
供充分且有效的准备。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在2009年开始逐步完成从本科直升硕士，从硕士直升博士的连
续性专业化培养工作，以10年以上的专业连续培养机制在比较文学方向下打造接近学
贯中西、学贯古今且拥有四门以上外语能力的精英专业学者，为国内高校、科研机构、
国家政府机关、外企、国企、涉外公司企业、涉外新闻出版机构及相关用人单位提供
具有多种语言能力及中外文化功底深厚的职业化人才。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鼓励对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薄弱的问题进行探索。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整篇论文的实际写作时间应不少于2学年，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字，加上注释部
分要达到12万字左右。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较科学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引用的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清
晰，行文流畅。 
（6）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部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学位论文在总体上应充分反映学生具有较扎实的本专业理论功底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的能力。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培养规划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推动硕士生尤其
博士生接近国际比较文学界研究生培养所要求的四门外语水平，及推动他们努力获得
应有的具有国际性的知识结构及语言能力，为他们在未来从事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跨学科研究及相应的工作时，能够真正地在汉语与相关外语汇通的深层语境结构中进
行整合性思考，也为愿意到北美、欧洲和日本申请攻读比较文学或东亚文学博士学位
的硕士生提供很好的语言能力及知识结构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国哈佛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的比较文学系均对世界各国招收全额
奖学金的博士生，但是他们所招收的学生均要求有四门以上的外语能力，其中必须包
括两门以上的古典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或希伯莱语等。为什么中国高校中文系与
外语系的本科生与硕士生往往只能申请到欧美高校的东亚系读博士，因为东亚系只需

 

109



·110· 

要两门外语能力，其中含一门汉语。在欧美、日本高校的人文学科领域，比较文学是
一门公认的精英学科，比较文学系的学术要求与学术水平远高于东亚系。我们推动复
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硕士生努力学习两门以上的外语及两门以上的古典
语言，也就是为希望到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国际一流高校申请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硕
士生而奠定扎实的语言基础。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外文学关系
研究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在基本熟悉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基础上，努力打通中外，
寻求中外文学中的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从中发现存在于中外
文学中的共同文学规律及其相互联系，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
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与参考借鉴。 

陈思和教授博导 
梁永安副教授 
王宏图教授 
严锋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
学与外域文学关系研究） 
徐志啸教授博导（中国古代
文学与外域文学关系研究） 
邵毅平教授博导（中国文学
与东亚文学关系研究） 

 

2 

比较诗学研究 
（Studies on 
Comparative 
Poetics） 

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前沿领域，它除了要求学生具备比
较文学以及诸种国别诗学的基础知识之外，还要求学生对当代
的人文知识有所了解。本课程从国际诗学关系、跨文化诗学研
究、以及理论诗学等三个方面着手分别考察国别诗学的各种复
杂的影响接受关系，在新的人文知识的引导下进行跨文化的诗
学问题的研究以及辨析各种创新性的诗学理论，以期突破国别
诗学的局限，形成一种世界诗学的全局眼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深入领会比较文学的精神，逐步
养成世界性的汇通视域，掌握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从而在一
个更高的平台上认识文学的普遍规律。 

张汉良教授博导 
杨乃乔教授博导 
周荣胜教授博导 
王柏华副教授 

 

3 

英语文学、理论
与中英文化关
系研究 
（Studi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ory &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ulture） 

英语文学方向要求学生从文学思潮的宏观角度与文本细读的微
观角度把握各英语文学流派和作家的美学渊源及创作的独特
性；英美文学理论要求学生了解英国和美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主
要思潮和批评家，及其对英国和美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中英文
化关系研究要求学生在掌握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上，了解中英文化文学交流史，并能够从具体文本出发展开研
究。 

王宏图教授 
戴从容教授  

4 

法国文学与中
法文化关系研
究 
（Studies on 
French 
literature &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 

法国文学研究要求学生从文学思潮的宏观角度与文本细读的微
观角度把握法国文学的独特性，从而开拓比较文学的视阈与方
法。中法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则要求学生掌握中法文化文学交流
史在每一阶段的不同特征，并能够从具体文本出发展开细致扎
实的研究。 

黄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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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语学术与印
度（佛教）古典
语言文化研究 
（Studies on 
German School 
& Studies on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uddhism]） 

本学科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德语学术对于印度学、伊朗学、历
史比较语言学、中亚历史文化、宗教史的研究传统及其成果，
要求学生具备阅读和使用相关研究文献及所对应的古典语言的
能力。由于佛教在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
上极重要之地位，其生成、发展、流播的过程，其思想渊源和
文化意义，将是这一研究方向下的重点。 

白钢副教授（印欧语系及闪
米特语系古典语言文化研
究） 
刘震副教授（德、中、印文
学及其语言文化关系研究） 

 

6 

东亚汉文学史
及东亚汉学研
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 
Studies on 
East Asian 
Sinology） 

以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各国各地区（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中南半岛）间的文学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包括综合的“总
体文学”性质的研究，如古代东亚中国文学接受史、古代东亚
汉文学史、古代东亚文学关系史，也包括双边和多边文学关系
的研究，如中日、中韩、中越、中日韩、日韩越等文学关系的
研究，而尤其注重前者。 

邵毅平教授博导  

7 

跨艺术与跨文
化研究 
（Inter Art 
and Culture 
Studies） 

研究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文化关系和形式转换。其中主要有三
个方面：1、跨媒体文化研究：包括文学与电影、文学与新媒体、
文学与美术等；2、跨文化研究：包括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现代
哲学思潮、文学与现代教育等；3、城市文化研究：包括城市空
间与文化转型、城市生存与大众文化、中西文化关系与城市意
象等。要求学生对世界现代史、人文地理学、艺术发展史有系
统的知识。 
 
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异同与互动关系，探究不同媒
体承载的艺术之间美感经验的共通与差异，从跨媒体的角度解
读文化史的发展规律，关注电脑与网络时代新媒体艺术性之呈
现与最新走向。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1、跨媒体文化研究：包
括文学与电影、文学与新媒体、文学与美术等；2、跨文化研究：
包括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现代哲学思潮、文学与现代教育等；3、
城市文化研究：包括城市空间与文化转型、城市生存与大众文
化、中西文化关系与城市意象等。要求学生对世界现代史、人
文地理学、艺术发展史有系统的知识。 

梁永安副教授 
严锋副教授（含文学与电
影、文学与媒体、文学与音
乐、文学与绘画、文学与哲
学、文学与宗教等方向） 

 

8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系统掌握西方自古罗马，中国自佛经翻译以来的翻译活动及研
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包括主要翻译家、翻译学者、翻译事件及
翻译思想。通过阅读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原著，了解当代西方翻
译研究的新方法，特别是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视野。结
合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习，引导学生关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
题，培养翻译研究意识和能力。 

王宏志教授博导（翻译与中
国现代文学） 
王柏华副教授（中国古代文
学与文论英译研究） 
白钢副教授（佛教及基督教
古典文献的传播与翻译）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000 语言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12 比较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156 东亚汉籍原典导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157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158 中诗英译导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159 
古希腊语及拉丁语的语
法与文本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160 中国古籍专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20172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78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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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184 比较文化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07 美国华人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0 从小说到电影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1 译介学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2 欧美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3 东亚文学关系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4 比较文学概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3 
中西诗学的本体论与语
言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4 比较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6 
欧洲古典语言文学原典
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7 
西方近代语言文学原典
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8 东方语言文学原典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291 梵语I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2 法国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3 文学与宗教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4 叙事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5 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6 
美国小说研究
（1900-1940）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7 美国比较文学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8 英语文学批评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99 英语小说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0 英语诗歌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1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5 世界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6 比较文学理论原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48 中西文化关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
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79 比较文学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0 欧美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1 美国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2 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3 文学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4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个
案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5 翻译研究理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93 东亚中国文学接受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4 英语小说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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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20095 
欧美现代与后现代文学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6 印度宗教文学精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7 
法语文学思潮原典精读
与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8 比较诗学方法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099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研
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0 中国文论英译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1 
印度宗教史与印度艺术
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2 
佛教与基督教古典文献
的流播与翻译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3 东亚汉籍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820104 东亚汉文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209 美国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153 
文明互动视域下的希腊
与东方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4 
旧约希伯莱语与闪米特
语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5 
印欧语及闪米特语古典
诗歌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6 西方文化研究概述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7 法国文学批评与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8 
佛经原典与译介比较研
究：巴利语、藏语、吐
火罗语等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59 东亚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0 比较文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1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2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学
诠释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3 符号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4 西方当代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165 西方古典诗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CHIN630228 汤婷婷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7 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3 西方小说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8 海外汉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海外华文文学概要》第四卷 陈贤茂著 选读  
2 金枝 弗雷泽 选读  
3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法）克劳婷•苏尔梦编，颜保
等译 

选读  
4 汉文古小说论衡 （俄）李福清著，陈周昌选编 选读  
5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朱云影著 选读  
6 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 金克木编译 选读  
7 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 贾植芳、陈思和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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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介学 谢天振 选读  
9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 徐志啸 选读  
10 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 邵毅平著 选读  
11 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 叶维廉 选读  
12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 

选读  
13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 戴从容 选读  
14 中西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 杨乃乔 选读  
15 近代文学批评史 : 1750-1950 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 选读  
16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赵毅衡 选读  
17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葛桂录 选读  
18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ort Edition 

Nina Baym, ed. 选读  

19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 the Renaissance O. B. Hardison. 选读  

20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v. I, 
II 

Brunel (Pierre) 选读  

21 
Dichtung und Dichtersprache in 
indogermanischer Zeit 

Rüdiger Schmitt  选读  
22 Indogermanische Dichtersprache Rüdiger Schmitt  选读  
23 

How to kill a dragon. Aspects of 
Indo-European Poetics 

Calvert Watkins 选读  

24 

La langue poétique Indo-Européenne: actes du 
colloque de travail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Européennes (Indogermanische 
Gesellschaft/Society for Indo-European 
Studies) 

Jean-George Pinault & Daniel 
Petit 

选读  

25 中国文学理论 刘若愚 选读  
26 比较诗学导论 陈跃红 选读  
27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 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 选读  
28 法国文学史 郑克鲁 选读  
29 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钱林森 选读  
30 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缪里尔•德特里 选读  
31 梵竺庐集(乙)-印度文学史 金克木 选读  
32 文心雕龙讲疏 王元化 选读  
33 英国文学史 李赋宁主编 选读  
34 Collision: Interarts Practice and Research David Cecchetto 选读  
35 拉奥孔 莱辛 选读  
36 从小说到电影 乔治·布鲁斯东 选读  
37 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 沈福伟著 必读  
38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著 必读  
39 中国文学在朝鲜 韦旭升著 必读  
40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 饶芃子主编 必读  
41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 必读  
42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美）韦斯坦因 选读  
43 比较文学概论 杨乃乔主编 选读  
44 欧洲文学史 李赋宁主编 选读  
45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 曾繁仁主编 选读  
46 什么是比较文学 

（法）布吕奈尔等著，葛雷等
译  

选读  
47 管锥编 钱锺书 选读  
48 管锥编增订 钱锺书 选读  
49 谈艺录 钱锺书 选读  
50 七缀集 钱锺书 选读  
51 批评的诸种概念 （美）韦勒克著 选读  
52 比较文学形象学 孟华 选读  
53 中外文学交流史 周发祥、李岫主编      选读  
54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等编
译 

选读  
55 后现代的状况 （美）戴维•哈维著，阎嘉译 选读  
56 海外华文文学现状 潘亚敦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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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美国当代文学 
（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王
逢振等译 

选读  

58 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美）萨默瓦、波特主编，麻
争旗等译 

选读  
59 日中文化交流史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 选读  
60 中韩文学关系史论 李岩著 选读  
61 比较文学论 保罗·梵·第根 必读  
62 比较文学 [法]马·法·基亚著，颜保译 必读  
63 梵竺庐集(丙)-梵佛探 金克木 选读  
64 印度古典诗学 黄宝生 选读  
65 季羡林集 季羡林 选读  
66 翻译与后现代性 陈永国主编 选读  
67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刘禾 选读  
68 中国翻译简史 马祖毅 选读  
69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né Etiemble 选读  
70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Earl Miner 选读  

7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 
Perspectives 

Yves Chevrel, Trans. by 
Farida Elizabeth Dahab 

选读  

7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8th ed., vol.1-2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 
eds. 

选读  
73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选读  
74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诗学研究
所 

选读  
75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选读  
76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
所 

选读  
77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78 中国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 选读  
79 中西学术 复旦大学中文系 选读  
80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选读  
81 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 约翰·丁尼编 必读  
82 文化论 马林诺夫斯基 必读  
83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德]H·R·姚斯、[美]R·C·霍
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 

必读  
84 比较文学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 必读  
85 法国作家与中国 钱林森著 必读  
86 文明史纲 [法]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 必读  
87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铃木修次著，吉林大学日
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 

必读  
88 中国文学在日本 严绍璗、王晓平著 必读  
89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 ed. 选读  
90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选读  
91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家协会 选读  
92 剑桥美国文学史 伯克维奇主编，孙宏等译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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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0501Z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3年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培养，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身体健康，处世态度
积极，树立事业心，业务能力出色。具有扎实的文史基础，能够系统掌握中国文学批
评史丰富的知识，了解国内外当前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现状，具有较高的现代
文学理论水平，能流畅阅读古代典籍，熟悉相关的古典文献知识，文字功底好。要求
对部分时段的文学批评史或部分文体的学说史有深刻的个人理解，具有独立从事专业
研究的能力，在开展科学的创新性研究前提下，善于探索学科的前沿问题。掌握一门
以上外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批评史方面教学及研究、参与现代文化
建设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尽可能担任一学期本科生必修课助教，并试讲1—2课； 
（2）在导师安排下，主持硕士生学术讨论一场。 
（3）在读期间，应该至少参加三次以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主体的学术讨论会，并以主
讲者身份在这样的讨论会上作一次专业方面的主题报告。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或对
材料做有意义的辨析，并解答听众相关的提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入学后第四学期的第二周进行考试。 
2．方式：由导师集体组成的“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指导小组对考生进
行口试或笔试。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衡量进入博士生阶段以后至目前各门课程的学习成绩； 
（2）按规定在读期间须发表论文的进展情况； 
（3）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与专业相关的“文史综合知识”笔试。 
3．考试标准： 
（1）各门课程平均综合成绩应在“良”以上； 
（2）按规定在读期间须发表的论文已经撰成，达到可在核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的学
术水平。 
（3）若需要笔试，成绩应在“良”以上。 
4．考核形式：由指导小组对考生能力作出综合判断，写出学术评语，说明是否同意
该生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第五学期开学以后第二周开始进行。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向由导师集体组成的“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
试或资格考试”指导小组进行口头和书面汇报，指导小组负责检查和考试。 
汇报内容包括： 
（1）硕士生阶段的学习情况及成绩； 
（2）研究方面的情况（包括论文发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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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想道德品操。 
考试范围及方式：与专业相关的文史综合知识、专业基础。一般采用口试的方式进行。
3．考试标准： 
（1）学习刻苦勤奋，各门课程成绩应在“良”以上，其中“优秀”占绝大部分； 
（2）具有学术研究的潜力； 
（3）有论文发表者优先； 
（4）文史综合知识、专业基础口试成绩“优秀”。 
（5）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2）论文应有重要的理论发现或资料发现，足以反映中国文学批评史某领域内研究
的显著进展； 
（3）结构完整，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文字老练； 
（4）篇幅一般在10万字； 
（5）论文部分内容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乃至权威刊物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应
达到或基本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6）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7）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文史知识、文学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基础扎实，对本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历史与
现状有基本了解； 
（2）具有较强的古文解读能力和整理、运用古代文献的能力； 
（3）能够承担科研项目，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4）写作能力强； 
（5）掌握一门以上外语； 
（6）撰写的论文达到能够在国内核心以上的刊物公开发表的水平，撰写的论著达到
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水平； 
（7）能独立为本科生讲授专业选修课。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元明清及近代
文论与文学 

主要研究元明清历史阶段中重要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各种文
体的文学家、批评家及其著作，探索一些有规律性的、前沿性
的，或者是疑难的问题，把握中国文学思想近代化的演变规律，
使学生能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文论知识，更好
地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 

黄霖教授（博导） 
邬国平教授（博导） 
吴兆路教授（博导） 

 

2 
中国古代戏曲
小说与戏曲小
说理论 

主要研究文言小说与批评，通俗小说与批评，通史与断代史互
相结合。 
以研究古代戏曲批评史为主，并结合古代戏曲史实际；二十世
纪戏曲研究史等。 

陈维昭教授（博导） 
吴兆路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CHIN820018 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20 
元明清及近代文论与文
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22 
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
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24 中国文学研究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0 中古文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1 《毛诗注疏》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2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专题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6 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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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830026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82002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5 中国文学批评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6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5 《文心雕龙》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6 《庄子》及郭象注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9 中国古代文体与范畴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0 先秦两汉文论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1 《红楼梦》与红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周易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5 史记（或汉书） 中华书局 必读  
6 昭明文选 萧统编 必读  
7 杜工部集 杜甫 必读  
8 李太白集 李白 必读  
9 唐诗别裁集 沈德潜编 必读  
10 词综 朱彝尊编 必读  
11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12 诗品 钟嵘 必读  
13 沧浪诗话 严羽 必读  
14 原诗 叶燮 必读  
15 曲律 王骥德 必读  
16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金圣叹评 必读  
17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金圣叹评 必读  
18 闲情偶寄·词曲部 李渔 必读  
19 艺概 刘熙载 必读  
20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必读  
21 文艺对话录 柏拉图 必读  
22 诗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23 美学 黑格尔 必读  
24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 必读  
25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必读  
26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卷、
文学理论卷）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28 诗经（毛诗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29 楚辞补注 洪兴祖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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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博连读） 0501Z1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3年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培养，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身体健康，处世态度
积极，树立事业心，业务能力出色。具有扎实的文史基础，能够系统掌握中国文学批
评史丰富的知识，了解国内外当前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现状，具有较高的现代
文学理论水平，能流畅阅读古代典籍，熟悉相关的古典文献知识，文字功底好。要求
对部分时段的文学批评史或部分文体的学说史有深刻的个人理解，具有独立从事专业
研究的能力，在开展科学的创新性研究前提下，善于探索学科的前沿问题。掌握一门
以上外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批评史方面教学及研究、参与现代文化
建设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总学分  49 学分 
其中：公共学位课须修  5 门       9 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  7 门       14 学分 
学位基础课须修  2 门       6 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 5 门        10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须修  2 门       4 学分 
社会实践须修2 学分 
学术讲座须修2 学分 
专业外语须修  1 门        2 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尽可能担任一学期本科生必修课助教，并试讲1—2课； 
（2）在导师安排下，主持硕士生学术讨论一场。 
（3）在读期间，应该至少参加三次以硕士生和博士生为主体的学术讨论会，并以主
讲者身份在这样的讨论会上作一次专业方面的主题报告。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或对
材料做有意义的辨析，并解答听众相关的提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入学后第四学期的第二周进行考试。 
2．方式：由导师集体组成的“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指导小组对考生进
行口试或笔试。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衡量进入博士生阶段以后至目前各门课程的学习成绩； 
（2）按规定在读期间须发表论文的进展情况； 
（3）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与专业相关的“文史综合知识”笔试。 
3．考试标准： 
（1）各门课程平均综合成绩应在“良”以上； 
（2）按规定在读期间须发表的论文已经撰成，达到可在核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的学
术水平。 
（3）若需要笔试，成绩应在“良”以上。 
4．考核形式：由指导小组对考生能力作出综合判断，写出学术评语，说明是否同意
该生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119



·120·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第五学期开学以后第二周开始进行。 
2．方式：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向由导师集体组成的“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
试或资格考试”指导小组进行口头和书面汇报，指导小组负责检查和考试。 
汇报内容包括： 
（1）硕士生阶段的学习情况及成绩； 
（2）研究方面的情况（包括论文发表的情况）； 
（3）思想道德品操。 
考试范围及方式：与专业相关的文史综合知识、专业基础。一般采用口试的方式进行。
3．考试标准： 
（1）学习刻苦勤奋，各门课程成绩应在“良”以上，其中“优秀”占绝大部分； 
（2）具有学术研究的潜力； 
（3）有论文发表者优先； 
（4）文史综合知识、专业基础口试成绩“优秀”。 
（5）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2）论文应有重要的理论发现或资料发现，足以反映中国文学批评史某领域内研究
的显著进展； 
（3）结构完整，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文字老练； 
（4）篇幅一般在10万字； 
（5）论文部分内容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乃至权威刊物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应
达到或基本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6）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7）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文史知识、文学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基础扎实，对本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历史与
现状有基本了解； 
（2）具有较强的古文解读能力和整理、运用古代文献的能力； 
（3）能够承担科研项目，独立从事课题研究； 
（4）写作能力强； 
（5）掌握一门以上外语； 
（6）撰写的论文达到能够在国内核心以上的刊物公开发表的水平，撰写的论著达到
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水平； 
（7）能独立为本科生讲授专业选修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元明清及近代
文论与文学 

主要研究元明清历史阶段中重要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各种文
体的文学家、批评家及其著作，探索一些有规律性的、前沿性
的，或者是疑难的问题，把握中国文学思想近代化的演变规律，
使学生能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文论知识，更好
地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 

黄霖教授（博导） 
邬国平教授（博导） 
吴兆路教授（博导） 

 

2 
中国古代戏曲
小说与戏曲小
说理论 

主要研究文言小说与批评，通俗小说与批评，通史与断代史互
相结合。 
以研究古代戏曲批评史为主，并结合古代戏曲史实际；二十世
纪戏曲研究史等。 

陈维昭教授（博导） 
吴兆路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000 语言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89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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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业
课 

CHIN620119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专
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22 
中国文学批评史要籍选
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25 
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
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27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专题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31 中国叙事学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5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
体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6 中国诗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7 断代文学批评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8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39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40 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献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7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18 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20 
元明清及近代文论与文
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22 
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理
论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24 中国文学研究史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0 中古文学与文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1 《毛诗注疏》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32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专题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086 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26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82002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5 中国文学批评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06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论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830015 《文心雕龙》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6 《庄子》及郭象注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39 中国古代文体与范畴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0 先秦两汉文论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41 《红楼梦》与红学 
中国语言
文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3 史记（或汉书） 中华书局 必读  
4 昭明文选 萧统编 必读  
5 杜工部集 杜甫 必读  
6 李太白集 李白 必读  
7 唐诗别裁集 沈德潜编 必读  
8 词综 朱彝尊编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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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10 诗品 钟嵘 必读  
11 沧浪诗话 严羽 必读  
12 原诗 叶燮 必读  
13 曲律 王骥德 必读  
14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金圣叹评 必读  
15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金圣叹评 必读  
16 闲情偶寄·词曲部 李渔 必读  
17 艺概 刘熙载 必读  
18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必读  
19 文艺对话录 柏拉图 必读  
20 诗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21 美学 黑格尔 必读  
22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 必读  
23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必读  
24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卷、
文学理论卷）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26 诗经（毛诗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27 楚辞补注 洪兴祖 必读  
28 周易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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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应成为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
人才，应对主要英语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有专门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应通过系
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精神、具备广泛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
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并掌握第二外语，成
为高等院校本专业教学科研的学术骨干，能独立发现本专业中语言、文学、翻译、文
化等方面的前沿课题，并对其进行深入及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具有意义
的研究成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协助导师指导相关领域内的硕士学位论文1-2篇； 
（2）进行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对能力； 
（3）协助导师从事专业课题研究，必要时承担课题的部分内容； 
（4）协助导师设计开设1-2门专业硕士课程； 
（5）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须至少发表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论文2篇及以
上；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至少参加1次学院范围的学术论坛并宣读论文； 
（2）参加2次以上专业范围内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3）就本专业范围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举行1次专题报告，报告应具有一定的理
论和实际意义，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做较深入的分析论证，表达合理，逻辑清晰严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由学院统一组织资格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入学后参加学术研究、出席学术会议、听学术讲座、
发表文章的情况，并提交30种以上已经阅读过的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目，以及博士学位
论文的初步准备情况。 
2.学院组织的专业外语能力测验。 
资格考试的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暂缓、不通过5等。 
获得及格以上等第者可进入论文准备和写作阶段。获得及格等第的最低标准：所修课
程成绩均在“中”以上；已完成2篇学术论文的写作并已向国内本专业核心期刊或国
外相关专业期刊投稿；参加过1次学术研讨会。 
凡被评为“暂缓”者，3个月后可以申请参加第二次资格考试。 
凡被评为“不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准备和写作阶段，并终止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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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已基本完成硕士阶段的课程学习（尚未完成的课程应于下学期修读），成绩以优良
为主，不得有D及以下成绩； 
2.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和较强的科研潜力，科研进展顺利； 
3.遵守校纪校规，硕士阶段没有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定向硕士生申请硕博连读前应征得所属工作单位同意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博士研究生最迟于第三学期结束前提出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选题之前应对
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动态由全面深刻的了解，论文选题与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 
（2）论文选题必须与本专业研究方向相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论与实
际意义，具有通过答辩后经过修改充实可以作为学术专著出版的品质； 
（3）学位论文须在系统全面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具有有相当创造性，应能体现作
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合理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独到的见解；
（4）学位论文应论点明确，结构完整，格式完全符合专业学术论文要求； 
（5）学位论文必须由本人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18个月；杜绝任何抄袭现象； 
（6）学位论文一般应用英文撰写，语言正确通顺，篇幅一般为3-5万英文单词左右（约
100-180页A4纸型1.5倍行距，Times New Roman小四字体）；格式请严格参见复旦大
学图书馆网站上的学位论文格式 
（7）学位论文须于第六学期初（当年2月底之前）完成定稿。 
（8）在预答辩之前，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检测结果符合
学院规定标准的方可进行预答辩，结果不达标的自动延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对学科方向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并能在自
己的学位论文和其他论文中就某一课题作深入独到的评述和分析； 
（2）在读期间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须至少发表本专业领域内论文2篇；
（3）在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或协助导师完成一定的学术研究任务，并协助指导1-2篇
硕士学位论文； 
（4）在读期间至少参加过1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至少在院范围内
举行过1次学术报告会； 
（5）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经修改能正式出版； 
（6）能独立讲授本专业研究方向内的1-2门本科和硕士课程，并具有开设新课程的能
力。 

 

八、 学习年限  
 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英语语言学研
究 

全面深入了解现代英语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在英
语语体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和比较语言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博士研究
生应能熟练运用相关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英语语言学
中具有相当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曲卫国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杨雪燕教授博导 

 

2 英美文学 英美文学 

谈峥教授博导 
卢丽安教授博导 
苏耕欣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3 西方文论 

全面了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主要的理论流派、批评家
及其主要理论、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化社会的关系等，重点关注
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博士研究生应能在相关领域内提出具
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课题，并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 

汪洪章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114 形式语义学前沿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3 比较诗学专题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4 小说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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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820055 西方古典文艺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6 
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研究
方法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7 欧美戏剧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02 20世纪西方文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4 论文写作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6 美国小说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85 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5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思潮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4 翻译批评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3 美国本土裔文学导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1 
美国印第安小说及文化
传统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3 弥尔顿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4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一）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8 
英语词汇研究：词典视
角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9 文学翻译专题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101 技术传播与写作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30004 文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Couldthard M. 方向必读  
2 Discourse Analysis Brown, G. & Yule, G 方向必读  
3 Cohesion in English Haliday, Longman 1976 方向必读  
4 Language, Context & Text Haliday, Deakin U. 1985 方向必读  
5 English Text Martin, J.R. 方向必读  
6 Text & Context Van Dijk, Longman,1977 方向必读  
7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Haliday, Arnold, 1978 方向必读  
8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ar Haliday, Arnold, 1985 方向必读  
9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Stanley Fish 方向必读  
10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 Modern Writing James Murphy 方向必读  
11 A Shakespearean Grammar 

Abott, M & G Haskell House, 
1972 

方向必读  
12 Shakespeare’s English: an Introduction Blake, MacMillan, 1983 方向必读  
13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Shakespeare Hussey, Longman, 1982 方向必读  
14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 Elliott, Columbia, 1988 方向必读  

15 新编美国文学史（1-4） 
刘海平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2 

方向必读  

16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A. Sanders, Oxford, 2000 方向必读  

17 英国文学史（1-5） 
王佐良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方向必读  

20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 

方向必读  
2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Newmark, Oxford, 1981 方向必读  
22 Translation Studies 

Bassnet-Mequire, Methuen, 
1980 

方向必读  
23 Translating Meaning Nida, California ELI, 1982 方向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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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 
Translation 

Steiner, Oxford, 1977 方向必读  

25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 
Crystal & Dany, Longman, 
1979 

方向必读  
26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R.B.Harmon Scarecrow, 1998 方向必读  
27 Aspects of Language Bolinger 方向必读  
28 The American Language Mencken, Knopf, 1936 方向必读  
29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P.P.Giglioli, Penguin, 1990方向必读  
30 American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31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32 Journal of Linguistics Journal 选读  
33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Journal 选读  
34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选读  
35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36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选读  
37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选读  
38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39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 选读  
40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选读  
41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42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选读  
43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协会 选读  
44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选读  
45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46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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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文学（硕博连读） 050201a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应成为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
人才，应对主要英语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有专门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应通过系
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精神、具备广泛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
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并掌握第二外语，成
为高等院校本专业教学科研的学术骨干，能独立发现本专业中语言、文学、翻译、文
化等方面的前沿课题，并对其进行深入及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具有意义
的研究成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0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6   
 学位专业课 6 15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协助导师指导相关领域内的硕士学位论文1-2篇； 
（2）进行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对能力； 
（3）协助导师从事专业课题研究，必要时承担课题的部分内容； 
（4）协助导师设计开设1-2门专业硕士课程； 
（5）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须至少发表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论文2篇及以
上；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至少参加1次学院范围的学术论坛并宣读论文； 
（2）参加2次以上专业范围内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3）就本专业范围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举行1次专题报告，报告应具有一定的理
论和实际意义，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做较深入的分析论证，表达合理，逻辑清晰严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由学院统一组织资格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入学后参加学术研究、出席学术会议、听学术讲座、
发表文章的情况，并提交30种以上已经阅读过的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目，以及博士学位
论文的初步准备情况。 
2.学院组织的专业外语能力测验。 
资格考试的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暂缓、不通过5等。 
获得及格以上等第者可进入论文准备和写作阶段。获得及格等第的最低标准：所修课
程成绩均在“中”以上；已完成2篇学术论文的写作并已向国内本专业核心期刊或国
外相关专业期刊投稿；参加过1次学术研讨会。 
凡被评为“暂缓”者，3个月后可以申请参加第二次资格考试。 
凡被评为“不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准备和写作阶段，并终止学业。 

 

   
   

127



·128·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已基本完成硕士阶段的课程学习（尚未完成的课程应于下学期修读），成绩以优良
为主，不得有D及以下成绩； 
2.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和较强的科研潜力，科研进展顺利； 
3.遵守校纪校规，硕士阶段没有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定向硕士生申请硕博连读前应征得所属工作单位同意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博士研究生最迟于第三学期结束前提出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选题之前应对
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动态由全面深刻的了解，论文选题与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 
（2）论文选题必须与本专业研究方向相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论与实
际意义，具有通过答辩后经过修改充实可以作为学术专著出版的品质； 
（3）学位论文须在系统全面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具有有相当创造性，应能体现作
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合理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独到的见解；
（4）学位论文应论点明确，结构完整，格式完全符合专业学术论文要求； 
（5）学位论文必须由本人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18个月；杜绝任何抄袭现象； 
（6）学位论文一般应用英文撰写，语言正确通顺，篇幅一般为3-5万英文单词左右（约
100-180页A4纸型1.5倍行距，Times New Roman小四字体）；格式请严格参见复旦大
学图书馆网站上的学位论文格式 
（7）学位论文须于第六学期初（当年2月底之前）完成定稿。 
（8）在预答辩之前，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检测结果符合
学院规定标准的方可进行预答辩，结果不达标的自动延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对学科方向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并能在自
己的学位论文和其他论文中就某一课题作深入独到的评述和分析； 
（2）在读期间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须至少发表本专业领域内论文2篇；
（3）在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或协助导师完成一定的学术研究任务，并协助指导1-2篇
硕士学位论文； 
（4）在读期间至少参加过1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至少在院范围内
举行过1次学术报告会； 
（5）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经修改能正式出版； 
（6）能独立讲授本专业研究方向内的1-2门本科和硕士课程，并具有开设新课程的能
力。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英语语言学研
究 

全面深入了解现代英语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在英
语语体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和比较语言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博士研究
生应能熟练运用相关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英语语言学
中具有相当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曲卫国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杨雪燕教授博导 

 

2 英美文学 英美文学 

谈峥教授博导 
卢丽安教授博导 
苏耕欣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3 西方文论 

全面了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主要的理论流派、批评家
及其主要理论、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化社会的关系等，重点关注
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博士研究生应能在相关领域内提出具
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课题，并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 

汪洪章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FORE620000 研究方法入门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1 普通语言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2 20世纪西方文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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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20003 西方文学经典研读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114 形式语义学前沿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3 比较诗学专题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4 小说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5 西方古典文艺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6 
应用语言学（国际论文
发表）文献阅读与批评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7 对比语言学方法与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0 社会理论与话语分析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8 语言类型学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9 跨语言语义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6 
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研究
方法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7 欧美戏剧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8 认知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9 意义与语境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80 
英国文学与女权主义性
别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04 论文写作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6 西方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4 语义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6 美国小说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85 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5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思潮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30006 文体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4 翻译批评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1 符号学导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3 弥尔顿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4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一）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8 
英语词汇研究：词典视
角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9 文学翻译专题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101 技术传播与写作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2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 选读  
3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选读  
4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5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选读  
6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协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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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选读  
8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9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选读  
10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A. Sanders, Oxford, 2000 方向必读  

11 英国文学史（1-5） 
王佐良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方向必读  

12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 

方向必读  
13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Newmark, Oxford, 1981 方向必读  
14 Translation Studies 

Bassnet-Mequire, Methuen, 
1980 

方向必读  
15 Translating Meaning Nida, California ELI, 1982 方向必读  
16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 
Translation 

Steiner, Oxford, 1977 方向必读  

17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 
Crystal & Dany, Longman, 
1979 

方向必读  
18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R.B.Harmon Scarecrow, 1998 方向必读  
19 Aspects of Language Bolinger 方向必读  
20 The American Language Mencken, Knopf, 1936 方向必读  
21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P.P.Giglioli, Penguin, 1990方向必读  
22 American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23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24 Journal of Linguistics Journal 选读  
25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Journal 选读  
26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选读  
27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28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选读  
29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选读  
30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Couldthard M. 方向必读  
31 Discourse Analysis Brown, G. & Yule, G 方向必读  
32 Cohesion in English Haliday, Longman 1976 方向必读  
33 Language, Context & Text Haliday, Deakin U. 1985 方向必读  
34 English Text Martin, J.R. 方向必读  
35 Text & Context Van Dijk, Longman,1977 方向必读  
36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Haliday, Arnold, 1978 方向必读  
37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ar Haliday, Arnold, 1985 方向必读  
38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Stanley Fish 方向必读  
39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 Modern Writing James Murphy 方向必读  
40 A Shakespearean Grammar 

Abott, M & G Haskell House, 
1972 

方向必读  
41 Shakespeare’s English: an Introduction Blake, MacMillan, 1983 方向必读  
42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Shakespeare Hussey, Longman, 1982 方向必读  
43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 Elliott, Columbia, 1988 方向必读  

44 新编美国文学史（1-4） 
刘海平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2 

方向必读  
45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46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 选读  
47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选读  
48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49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选读  
50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协会 选读  
51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选读  
52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53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选读  
54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A. Sanders, Oxford, 2000 方向必读  

55 英国文学史（1-5） 
王佐良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方向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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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 

方向必读  
57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Newmark, Oxford, 1981 方向必读  
58 Translation Studies 

Bassnet-Mequire, Methuen, 
1980 

方向必读  
59 Translating Meaning Nida, California ELI, 1982 方向必读  
60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 
Translation 

Steiner, Oxford, 1977 方向必读  

61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 
Crystal & Dany, Longman, 
1979 

方向必读  
62 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R.B.Harmon Scarecrow, 1998 方向必读  
63 Aspects of Language Bolinger 方向必读  
64 The American Language Mencken, Knopf, 1936 方向必读  
65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P.P.Giglioli, Penguin, 1990方向必读  
66 American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67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68 Journal of Linguistics Journal 选读  
69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Journal 选读  
70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选读  
7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选读  
72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选读  
73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选读  
74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Couldthard M. 方向必读  
75 Discourse Analysis Brown, G. & Yule, G 方向必读  
76 Cohesion in English Haliday, Longman 1976 方向必读  
77 Language, Context & Text Haliday, Deakin U. 1985 方向必读  
78 English Text Martin, J.R. 方向必读  
79 Text & Context Van Dijk, Longman,1977 方向必读  
80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Haliday, Arnold, 1978 方向必读  
81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ar Haliday, Arnold, 1985 方向必读  
82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Stanley Fish 方向必读  
83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 Modern Writing James Murphy 方向必读  
84 A Shakespearean Grammar 

Abott, M & G Haskell House, 
1972 

方向必读  
85 Shakespeare’s English: an Introduction Blake, MacMillan, 1983 方向必读  
86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Shakespeare Hussey, Longman, 1982 方向必读  
87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 Elliott, Columbia, 1988 方向必读  

88 新编美国文学史（1-4） 
刘海平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02 

方向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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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21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应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知识和应用
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还应对主要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有深入的
了解和研究。 
具体要求包括：（1）掌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理论，了解其发展趋势，
能从事语言学理论、外语教学法、教材编纂、外语测试、翻译与接受研究，语言对比
研究等方向的前沿研究工作；（2）具有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很强的语言应用能力，
能胜任高校外语教学或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口笔译工作；（3）具有
很强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能利用计算机进行备课、课件制作、命题等教学科研活动；
（4）修满规定的学分；（5）具有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
位论文，并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本专业核心学术刊物或国外相关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2篇及以上。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协助导师指导相关领域内的硕士学位论文1-2篇； 
（2）进行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对能力； 
（3）协助导师从事专业课题研究，必要时承担课题的部分内容； 
（4）协助导师设计开设1-2门专业硕士课程； 
（5）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须至少发表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论文2篇及以
上；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至少参加1次学院范围的学术论坛并宣读论文； 
（2）参加2次以上专业范围内的全国性或地区性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3）就本专业范围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举行1次专题报告，报告应具有一定的理
论和实际意义，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做较深入的分析论证，表达合理，逻辑清晰严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由学院统一组织资格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 
1.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入学后参加学术研究、出席学术会议、听学术讲座、
发表文章的情况，并提交30种以上已经阅读过的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目，以及博士学位
论文的初步准备情况。 
2.学院组织的专业外语能力测验。 
资格考试的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暂缓、不通过5等。 
获得及格以上等第者可进入论文准备和写作阶段。获得及格等第的最低标准：所修课
程成绩均在“中”以上；已完成2篇学术论文的写作并已向国内本专业核心期刊或国
外相关专业期刊投稿；参加过1次学术研讨会。 
凡被评为“暂缓”者，3个月后可以申请参加第二次资格考试。 
凡被评为“不通过”者，不可进入论文准备和写作阶段，并终止学业。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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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基本完成硕士阶段的课程学习（尚未完成的课程应于下学期修读），成绩以优良
为主，不得有D及以下成绩； 
2.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和较强的科研潜力，科研进展顺利； 
3.遵守校纪校规，硕士阶段没有受到学校纪律处分； 
定向硕士生申请硕博连读前应征得所属工作单位同意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博士研究生最迟于第三学期结束前提出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选题之前应对
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动态由全面深刻的了解，论文选题与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 
（2）论文选题必须与本专业研究方向相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论与实
际意义，具有通过答辩后经过修改充实可以作为学术专著出版的品质； 
（3）学位论文须在系统全面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具有有相当创造性，应能体现作
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合理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独到的见解；
（4）学位论文应论点明确，结构完整，格式完全符合专业学术论文要求； 
（5）学位论文必须由本人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18个月；杜绝任何抄袭现象； 
（6）学位论文一般应用英文撰写，语言正确通顺，篇幅一般为3-5万英文单词左右（约
100-180页A4纸型1.5倍行距，Times New Roman小四字体）；格式请严格参见复旦大
学图书馆网站上的学位论文格式 
（7）学位论文须于第六学期初（当年2月底之前）完成定稿。 
（8）在预答辩之前，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检测结果符合
学院规定标准的方可进行预答辩，结果不达标的自动延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对学科方向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有系统全面的了解，并能在自
己的学位论文和其他论文中就某一课题作深入独到的评述和分析； 
（2）在读期间在学校认可的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须至少发表本专业领域内论文2篇；
（3）在读期间在导师指导下或协助导师完成一定的学术研究任务，并协助指导1-2篇
硕士学位论文； 
（4）在读期间至少参加过1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至少在院范围内
举行过1次学术报告会； 
（5）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经修改能正式出版； 
（6）能独立讲授本专业研究方向内的1-2门本科和硕士课程，并具有开设新课程的能
力。 

 

八、 学习年限  
 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英语）语言学
研究 

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曲卫国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杨雪燕教授博导 
 

 

2 
韩国语语言学
研究 

韩国语语言学 姜宝有教授博导  

3 
日耳曼语言学
（德语语言学
研究） 

日耳曼语言学（德语语言学研究） 魏育青教授博导  

4 
俄语语言学研
究 

俄语语言学 姜宏教授博导  

5 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 
李征教授博导 
王升远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114 形式语义学前沿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6 
应用语言学（国际论文
发表）文献阅读与批评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7 对比语言学方法与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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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820058 认知语言学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9 韩国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0 社会理论与话语分析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1 日耳曼语言学专题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2 德国译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3 
文化学视角下的日耳曼
语言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4 
日本文学：都市空间研
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5 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6 
功能语法理论视域下的
俄汉语对比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7 现代俄语语法学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8 语言类型学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69 跨语言语义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0 古代韩国语文献解读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1 当代欧美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2 当代法国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3 法国社会文化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4 日本文学：身体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5 日本文学：翻译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8 认知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79 意义与语境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80 
英国文学与女权主义性
别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06 西方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14 语言学简史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4 语义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49 翻译理论与实践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61 日汉对译实践与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68 西方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69 韩国语语义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72 现代韩国语语法理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74 翻译理论与实践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75 朝中词汇对比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76 朝中语法对比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84 社会语言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86 法语散文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7 德语国家文学史（上）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8 德语国家文学史（下）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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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20101 德国文学选读（上）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2 德国文学选读（下）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9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
（上）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10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
（下）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11 俄罗斯文学史（上）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12 俄罗斯文学史（下）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6 文体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22 近代中日文学比较论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24 日本语学特殊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2 当代俄罗斯小说专题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7 法国语言与文化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8 
英语词汇研究：词典视
角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101 技术传播与写作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10 认知语言学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34 韩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30005 
文化学转向与日耳曼语
言研究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Language 美国语言学学会会刊 必读  
2 Linguistics 英国语言学学会会刊 必读  

3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Roger T. Bell（作者）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 Ltd.（出版社） 

必读  

4 Exploration in Applied Linguistics 
H.G.Widdowson（作者）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
版社） 

必读  

5 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Edited by G.E.Perren and  
J.L.M.Trim（作者）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必读  

6 A Surve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Edited by R.Wardhaugh and  
H.Douglas Brown（作者）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出版社） 

必读  

7 
The Rel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Edited by Olga Miseshe Tomic 
and Roger W.Shuy（作者），
Plenum Press（出版社） 

必读  

8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d Ellis （作者），Oxfo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 

必读  
9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选读  
10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 选读  
11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家协会 选读  
12 《国外语言学》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选读  
13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选读  
14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选读  
15 《现代外语》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 选读  
16 《日语学习与研究》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选读  
17 《山东外语教学》 山东师范大学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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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国外外语教学》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 选读  
19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大连外语学院 选读  
20 《外语研究》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选读  
21 《外语教学》 西安外语学院 选读  
22 《外语与翻译》 长沙铁道学院 选读  
23 《德国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 选读  
24 《法国研究》 武汉大学 选读  
25 各高校文科学报 各高校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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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院  
新闻学 0503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传播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和调查，
参加学术活动，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和社科素养、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独立研
究能力和研究专长的传播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本科或硕士期间未参加专业实习的博士，在读期间必须进行2个月的专业实习。
（3）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做深入的调查研
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
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新闻传播学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熟练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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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习年限  
 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理论新闻学 

新闻学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
性质、特点、功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新闻事业同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与修养。着重于新闻传播
生态、中外新闻规制比较、新闻思潮、新闻体制、媒介批评等
研究。 

童 兵教授（博导） 
李良荣教授（博导） 
黄 旦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张涛甫教授（博导） 
陈建云教授（博导） 

 

2 历史新闻学 

新闻学的史学部分。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历史过程。
分为国别、时期、媒介若干部分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也可进
行通史性质的研究。着重于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世界新闻史、
不同介质的新闻传播史以及新闻思想史的研究。 

黄 瑚教授（博导） 
黄 旦教授（博导） 
李良荣教授（博导） 
 

 

3 应用新闻学 
新闻学的实务部分。其特点是突出实用性和技术性，包括新闻
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新闻摄影、数字采编等学科。着重
于新媒体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闻采编的特点与操作研究。 

刘海贵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JOUR820003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上）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4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下）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5 新闻传播学前沿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830002 媒介经济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5 当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6 中外新闻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830008 视觉文化与影视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9 文化产业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17 世界传播学说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3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4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5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必读  
6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7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选读  
8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9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10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选读  
11 军事记者 解放军报社 选读  
12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13 新闻界 四川日报社 选读  
14 新闻传播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5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6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7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18 新闻实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9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20 中国编辑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21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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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23 中国社会科学 中草药社会科学院 选读  
24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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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硕博连读）050301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传播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和调查，
参加学术活动，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和社科素养、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独立研
究能力和研究专长的传播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0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6   
 学位专业课 5 11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本科或硕士期间未参加专业实习的博士，在读期间必须进行2个月的专业实习。
（3）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做深入的调查研
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
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新闻传播学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熟练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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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理论新闻学 

新闻学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
性质、特点、功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新闻事业同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与修养。着重于新闻传播
生态、中外新闻规制比较、新闻思潮、新闻体制、媒介批评等
研究。 

童 兵教授（博导） 
李良荣教授（博导） 
黄 旦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张涛甫教授（博导） 
陈建云教授（博导） 

 

2 历史新闻学 

新闻学的史学部分。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的历史过程。
分为国别、时期、媒介若干部分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也可进
行通史性质的研究。着重于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世界新闻史、
不同介质的新闻传播史以及新闻思想史的研究。 

黄 瑚教授（博导） 
黄 旦教授（博导） 
李良荣教授（博导） 

 

3 应用新闻学 
新闻学的实务部分。其特点是突出实用性和技术性，包括新闻
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新闻摄影、数字采编等学科。着重
于新媒体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闻采编的特点与操作研究。 

刘海贵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JOUR620004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05 当代新闻史论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15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JOUR620006 新闻实务 新闻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07 中国新闻思想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3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上）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4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下）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5 新闻传播学前沿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830002 媒介经济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5 当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6 中外新闻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8 视觉文化与影视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9 文化产业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17 世界传播学说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3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4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5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必读  
6 新闻传播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7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8 新闻实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9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0 中国编辑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1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2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13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选读  
14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15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16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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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军事记者 解放军报社 选读  
18 新闻界 四川日报社 选读  
19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20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21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22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23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24 中国社会科学 中草药社会科学院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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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0503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传播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和调查，
参加学术活动，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和社科素养、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独立研
究能力和研究专长的传播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本科或硕士期间未参加专业实习的博士，在读期间必须进行2个月的专业实习。
（3）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做深入的调查研
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
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新闻传播学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熟练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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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传播思想与观
念 

主要研究内容：传播学不同理论、取向及其历史、中外传播观
念和思想；特色和意义：从多维视野观察、分析中外传播理论
与观念的历史变迁，探索并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为
学科建设和传播决策，做出学术贡献。 

黄旦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谢静教授（博导） 
廖圣清教授（博导） 
孙少晶教授（博导） 
 

 

2 广告与公关 

主要研究内容：广告、公关与组织传播的理论和运用（包括各
种广告、公共理论、策略、沟通技巧及调研方法，并注重其整
合运用）；特色和意义：将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提高各种
传播的效果和效益。 

顾铮教授（博导） 
孟建教授（博导）  

3 
传媒与大众文
化 

主要研究内容：传媒与都市文化、图像与社会以及传媒与女性
等。特色和意义：从不同理论视野来考察传媒生产与文化变迁
的关系，揭示文化、传媒、社会的多维关系， 

陆晔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顾铮教授（博导） 
曹晋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JOUR820003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上）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4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下）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5 新闻传播学前沿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830002 媒介经济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5 当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6 中外新闻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830008 视觉文化与影视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9 文化产业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17 世界传播学说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3 传播与社会 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 必读  
4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 必读  
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6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7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8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9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0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11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必读  
12 中国社会科学 中草药社会科学院 选读  
13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14 中国编辑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5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6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17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18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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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硕博连读） 050302c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传播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社会实践和调查，
参加学术活动，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和社科素养、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独立研
究能力和研究专长的传播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0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6   
 学位专业课 5 11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本科或硕士期间未参加专业实习的博士，在读期间必须进行2个月的专业实习。
（3）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于第三学期初举行资格考试，如未通过则需参加第四学期初的补考。共两门考
试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环节。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做深入的调查研
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
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新闻传播学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熟练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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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传播思想与观
念 

主要研究内容：传播学不同理论、取向及其历史、中外传播观
念和思想；特色和意义：从多维视野观察、分析中外传播理论
与观念的历史变迁，探索并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为
学科建设和传播决策，做出学术贡献。 

黄旦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谢静教授（博导） 
廖圣清教授（博导） 
孙少晶教授（博导） 
 

 

2 广告与公关 

主要研究内容：广告、公关与组织传播的理论和运用（包括各
种广告、公共理论、策略、沟通技巧及调研方法，并注重其整
合运用）；特色和意义：将理论与传播实践相结合，提高各种
传播的效果和效益。 

顾铮教授（博导） 
孟建教授（博导）  

3 
传媒与大众文
化 

主要研究内容：传媒与都市文化、图像与社会以及传媒与女性
等。特色和意义：从不同理论视野来考察传媒生产与文化变迁
的关系，揭示文化、传媒、社会的多维关系， 

陆晔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顾铮教授（博导） 
曹晋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JOUR620004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05 当代新闻史论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15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JOUR620008 传播学研究 新闻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23 新媒体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3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上）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4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
读》（下）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20005 新闻传播学前沿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830002 媒介经济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5 当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6 中外新闻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8 视觉文化与影视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09 文化产业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830017 世界传播学说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3 传播与社会 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 必读  
4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 必读  
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6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7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8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9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0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11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必读  
12 中国社会科学 中草药社会科学院 选读  
13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14 中国编辑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5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6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17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18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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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系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060201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系统掌握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土生的培养主要面
向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档案局等，毕业生应该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市、部
委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高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的教学工作。 
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该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
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语查阅专业文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能够独立开设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
果。 
能够撰写省市、部委级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 
能够独立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 
能够组织起历史学各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就所研究课题，作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特邀教师点评考核。 
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8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 
由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三名以上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
土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 
须进行书面和口试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
本内容。综合考试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不及格者不得申请博土学位资格。 
考试小组中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
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由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考试小组(三人以上，其中至少一
名博导)负责出题和实施。分书面考试和口试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
度要与同专业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大体相等。口试要包括对学生所写论文(可
是课程论文或学年论文)的答辩。资格考试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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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
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
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主要
参考资料，了解国内外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
状况．应选择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
题。在国内应具备完成该选题的基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
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
严谨，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
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的学术贡献等，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
8万字，其中注释部分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
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熟练运
用一门外语查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
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
能够独立进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市、部
委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
论文;  
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已发表两篇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论文(或在历史学权威
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参加省市、部委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
独立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是研究历史学性质与历史认识问题的基础学科，它有
效地促进历了历史学研究者反思史学的社会功能；它还通过反
思历史表现的方式，以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有助
于揭示历史学研究作为社会实践的存在价值。 

张广智教授博导 
于沛教授博导 
陈新教授博导 

 

2 中国史学史 

主要研究中国自先秦以来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的变迁。通过系
统学习，将使学生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更加深刻地理解
当前中国史学讨论的主题及学术价值。在当前情况下，深入研
究中国史学史，还将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再发掘，并为定位史学
其它学科的研究状态。 

朱维铮教授博导 
章清教授博导 
张荣华副教授 
邓志峰副教授 

 

3 西方史学史 

主要研究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的变迁。通过
系统学习，将使学生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更加深刻地理
解当前西方史学讨论的主题及学术价值。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同时也能为我国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外来资源。 

张广智教授博导 
赵立行教授博导 
陈新教授博导 
周兵副教授 

 

4 东方史学史 

主要研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的变迁。
通过系统学习，将使学生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更加深刻
地理解当前东亚史学讨论的主题及学术价值。深入研究东亚史
学史，有助于我们在更为广大的视野下，综合中国史学史成果，
建构与西方史学比较的平台。 

冯玮教授博导 
张翔副教授 
孙科志教授博导 
林太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5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9 思想文化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8 史学理论研究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HIST630092 微观史学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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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HIST830000 比较文化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1 明清西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3 中国文化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10 犹太思想文化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9 宋元明学案讲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 必读  
2 历史理论批判文集 何兆武 选读  
3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陈新 必读  
4 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 必读  
5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编辑部 期刊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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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 060203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系统掌握历史文献
学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土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
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档案局等，毕业生应该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市、部委社科
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
作。 
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该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
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语查阅专业文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能够独立开设历史文献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能够撰写省市、部委级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 
能够独立对历史文献学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 
能够组织起历史学各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就所研究课题，作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特邀教师点评考核。 
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8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 
由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三名以上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
土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 
须进行书面和口试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
本内容。综合考试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不及格者不得申请博土学位资格。 
考试小组中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
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由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考试小组(三人以上，其中至少一
名博导)负责出题和实施。分书面考试和口试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
度要与同专业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大体相等。口试要包括对学生所写论文(可
是课程论文或学年论文)的答辩。资格考试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
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
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
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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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历史文献学专业的主要参考资
料，了解国内外对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应选择
历史文献学专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
成该选题的基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领域，提出有别
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
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历史文献学的学术动态、本
论文的新的学术贡献等，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其中
注释部分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权威
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知历史文献学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熟练运用一门
外语查阅历史文献学专业的基本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
掌握国内外历史文献学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 
能够独立进行历史文献学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市、部委级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
论文;  
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已发表两篇历史文献学专业论文(或在历史学权威刊物上
发表一篇论文);参加省市、部委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
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明清历史文献
与文化 

明清两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极为重
视集书、编书、刻书和藏书的工作。同时，明清时期又是文献
研究和整理最富特色的时期，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戴震、
钱大昕、孙星衍、罗振玉等著名的文献学家。加之明末清初以
来中国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西方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人合
作留下了丰富的汉文西书，到了晚清还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翻译
文献。从文献刻印、文献校雠、文献翻译、文献流通、文献收
藏等角度，对于明清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将有助于我
们认识明清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明清中国知识群体思想演变
的过程。研究的重点将涉及谱牒、善书、教科书、图像、日记、
书信、地方志与乡土文献等专题，特别是对明清两代的西学文
献进行专题的分析和研究。 

邹振环教授博导 
巴兆祥教授博导 
张海英教授博导 

 

2 
中国近代经济
与文化文献 

主要研究晚清与民国时期形成的各类文献，包括档案、报刊、
日记、书信、回忆录、著述、典志、传记、年谱等，尤其侧重
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文献。具体内容包括近现代文献的发掘与
目录学研究；近现代文献的整理，包括版本、校勘、标点和考
订；近现代文献的解读，揭示其作者和撰述的思想背景以及在
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专题史料集的编纂；西文关于中国近
代经济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翻译，以及在中国近代经济文化
领域的计算机资料库建设等，以推动中国近代经济文化研究的
深入。 

戴鞍钢教授博导 
王立诚教授博导 
陈雁副教授 

 

3 
徽州民间文献
研究 

徽州是传统中国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明清以来徽
商的活动以及内涵丰富的徽州文化，对于全国特别是南中国的
广大地区，对于同时代商业、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均有深
远而广泛的影响。对徽州社会史的深入探讨，可以系统地揭示
16至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侧面。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以徽州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为对象的“徽州学”异军突起，成
为明清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本方向主要是通过对徽州民间文
献的阅读、研究和分析，揭示明清以来社会史的研究。 

王振忠教授博导 
巴兆祥教授博导 
邓志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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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档案与文
献研究 

租界研究是近年来颇为学术界所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在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近年来学界对租界历史作用
的评价已开始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力求得出比较科学客观
的结论，有关租界制度、租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深入发
展，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很大。但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在结合
和利用档案文献，特别是利用直接相关的租界档案文献方面还
相当薄弱，因此影响研究成果的深度。近年来已有国外学者注
重利用部分租界原始档案文献进行有关租界专题研究，但尚属
凤毛麟角。本专业方向重点在调查研究国内外现存租界档案文
献的状况及使用情况，翻译整理出版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文献，
主要依据租界档案文献进行租界系列研究和比较研究等。 

冯绍霆教授博导 
马长林研究员 
王立诚教授博导 

 

5 方志学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典籍，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研究方志编纂与发掘方志的社会价值一直是历代学
者致力的目标。方志学不仅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且又是一门
年轻的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
别是1996年11月国务院规定地方志20年一修，更促进了方志学
这一分支学科地位的提高，更明确了为地方志编纂培养高级人
才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多年来本方向坚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坚持学术研究和修志实践相结合，在下列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和优势：构建了具有复旦特色方志学的学科体系（被学术界称
为“复旦学派”）、创立新的分支学科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
史（宋到清）、方志史料整理和利用、海外方志的调查和整理、
新方志的体例与交叉处理理论等。 

巴兆祥教授博导 
张海英教授博导 
邓志峰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GEOG820010 徽州社会史研究专题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6 
上海历史档案研究和整
理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7 明清专题文献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0 经济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4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5 中国方志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20014 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1 明清西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5 晚清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6 民国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8 中外关系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51 新方志编纂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郭松焘使西记六种 王立诚 选读  
2 方志学新论 巴兆祥 选读  
3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编辑部 选读  
4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朱维铮、姜义华 选读  
5 晚清地理学在中国 邹振环 选读  
6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王振忠 选读  
7 港口与腹地 戴鞍钢 选读  

  

152



·153· 

 

专门史 060204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系统掌握专门史专
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土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教育
机构、研究机构和档案局等，毕业生应该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市、部委社科规划
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高校专门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该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
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语查阅专业文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能够独立开设专门史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能够撰写省市、部委级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 
能够独立对专门史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 
能够组织起历史学各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就所研究课题，作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特邀教师点评考核。 
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8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 
由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三名以上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
土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 
须进行书面和口试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
本内容。综合考试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不及格者不得申请博土学位资格。 
考试小组中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
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由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考试小组(三人以上，其中至少一
名博导)负责出题和实施。分书面考试和口试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
度要与同专业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大体相等。口试要包括对学生所写论文(可
是课程论文或学年论文)的答辩。资格考试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
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
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
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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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专门史专业的主要参考资料，
了解国内外对于专门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应选择专门史专
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成该选题的基
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专门史研究的领域，提出有别于现
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
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专门史的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
的学术贡献等，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其中注释部分
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
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知专门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查阅专门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
外专门史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 
能够独立进行专门史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市、部委级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
论文;  
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已发表两篇专门史专业论文(或在历史学权威刊物上发表
一篇论文);参加省市、部委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成符
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国思想文化
史 

研究先秦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包括
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
汉学、清末自改革运动等各时代的代表性学术文化思潮，也包
括在各时代不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和文化现象，探究其起源、
流变，与政治、社会的相关度，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揭示中
国文化的演变过程。着重研究经学史和十六世纪以后的思想史、
中西文化交流史。经学史侧重研究经学和政治的关系，如今文
经学成为统治学说的原因和过程，今古文经学在两汉的消长，
经学在清代的“复兴”等。十六世纪后的思想史、中西文化交
流史则侧重于研究基督教入华对中国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士
大夫群体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及中国文化在近代呈现的复杂色
彩。 

朱维铮教授博导 
高晞副教授 
邓志峰副教授 
钱文忠副教授 
张荣华副教授 

 

2 
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史 

通过历史学、文化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相互交叉和观照，
并结合通观考察和个案研究，着重探讨前现代中国在文化、政
治、民间宗教等领域的非正式会社和松散民众团体(不包括秘密
社会)的历史面貌，讨论它们如何作用于本时段各历史阶段中的
精神气质、文化态度、政治舆论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它们与当
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乃至传播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所处时
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所发生的影响。 

姜义华教授博导 
章清教授博导  

3 
中外现代化进
程研究 

在世界各学派现代化理论的学术背景上，通过对中国和主要欧
美国家及亚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变
迁的历史叙述，并通过具有方法论深度的比较史研究，一方面
探寻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一方面着重界定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不同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之点。同时，“现代化”
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本研究方向将广泛吸引文理科各系的学生
和教师，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独特领域，并循着现代化表现的不
同之点，上朔文化特质对历史进程的制约，环境以及不同文明
之间交流、冲突和融合等历史遭际（包括物质的和观念的种种
方面），对于人类以及各民族各国家各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的深
刻影响，从而形成本研究方向特有的理论方法论视野。 

姜义华教授博导 
章清教授博导 
顾晓鸣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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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性别史 

通过社会性别史的教学与研究，打开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学
习用社会性别视角与有关具体的理论方法发现新的历史问题与
解决问题，拓宽历史研究的新天地，修正以往历史中疏漏和错
误的成分；多视角、多方法增加历史的多样性，将性别维度引
入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思想史并使其融会贯通。 

姜义华教授博导 
吴景平教说博导 
陈雁副教授 

 

5 上海史 

研究上海自有独立行政建制以来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
开埠以来到20世纪末上海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包括城
区布局、主要建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以及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基本线索和重大事件。将以
上海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为特色。本研究方向有助于拓展
历史学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以及推进当今上海经济文化
建设和中外交流事业。 

熊月之研究员博导 
冯绍霆研究员博导 
吴景平教授博导 
王立诚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14 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0 社会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4 中国经学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5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9 思想文化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6 中国文化史典籍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7 中国学术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8 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44 

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
践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45 
中古西域與東西文化交
流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46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47 亚洲物质文化与艺术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48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
文献选读与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49 
亚洲宗教、思想与文化
交流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51 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2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
科的形成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3 
中国思想史著作选读与
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17 上海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4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20071 亚洲基督宗教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18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3 中国文化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7 共和国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830035 亚洲的宗教艺术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36 西文亚洲文献概述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37 亚洲海域与东西交往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38 亚洲学论著研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40 专业葡萄牙语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48 中国的人文传统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52 十九世纪的中国与德国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53 南海与中西交通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54 

中古中国政治文化史研
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55 中国墓葬艺术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57 石刻史料与中古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61 

医学史的理论方法与文
献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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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古代基本典籍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必读  
2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朱维铮编 必读  
3 近现代基本典籍及文人著作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 必读  
4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编辑部 选读  
5 中研院近史所集刊 台湾近史所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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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060205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系统掌握中国古代
史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土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
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档案局等，毕业生应该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市、部委社科
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高校中国古代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
作。 
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该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
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语查阅专业文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能够独立开设中国古代史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能够
撰写省市、部委级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能够独立对中国古代史专业著述撰
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
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能够组织起历史学各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 
就所研究课题，作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特邀教师点评考核；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8
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 
由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三名以上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
土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 
须进行书面和口试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
本内容。综合考试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不及格者不得申请博土学位资格。 
考试小组中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
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由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考试小组(三人以上，其中至少一
名博导)负责出题和实施。分书面考试和口试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
度要与同专业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大体相等。口试要包括对学生所写论文(可
是课程论文或学年论文)的答辩。资格考试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
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
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
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主要参考资
料，了解国内外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应选择
中国古代史专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
成该选题的基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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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领域，提出有别
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
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动态、本
论文的新的学术贡献等，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其中
注释部分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权
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知中国古代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熟练运用一门
外语查阅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
掌握国内外中国古代史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 
能够独立进行中国古代史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市、部委级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
论文。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已发表两篇中国古代史专业论文（或在历史学权威
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参加省市、部委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
独立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先秦秦汉史 

先秦秦汉时期对以后二千年中国的历史走向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与文化建
树方面，秦汉帝国都起着原创的作用。因此先秦秦汉史研究仍
有相当程度的拓展空间。学习先秦秦汉史必须注意两方面的突
破：一是在习见的文献中看出前人未曾发现的新内涵与新意义，
二是充分利用近年丰富的出土文献，使先秦秦汉史的面貌有更
清晰的呈现。要求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古文献，古文字，考
古学和人类学的基本知识，还要关注各种史学理论和相关的科
技成果，把理论、材料、眼界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同时学习者
不可因断代史的研究而忽视通的训练，必须对中国通史也有一
定的通识，对上通先秦，下贯魏晋的连续性须加措意。 

周振鹤教授博导 
高智群副教授  

2 魏晋隋唐史 

由分裂王朝到统一王朝、由民族矛盾到民族融合的魏晋南北朝、
隋唐时期，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研究魏晋南北
朝隋唐时代政治形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对历史文献进行
深入细致的分析考订基础上，广泛吸收新发现的文书、金石碑
名等资料，以及非文字的历史遗存等研究成果，对该时期的社
会进行多视角的研究。由于本专业研究的特殊性，要求入学的
研究生凭借专设课程掌握一定的民族学、经学知识，以利于相
关课题的从事和展开。 

韩昇教授博导 
钱文忠副教授 
余欣副教授 

 

3 宋元史 

本研究方向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是如何上承750年代以来中国社
会的诸多重大变革而全方位地展现“唐宋转折”的总结性面貌，
又是如何向下开启了“宋元明转折”这一链接南宋和晚明之间
两度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新一轮变迁过程的？两宋时代中国的
多国并立局面和元代所接受的蒙古帝国的精神遗产，如何使传
统中国关于外部世界观的伸缩幅度臻于极限？由辽开始的“征
服王朝”，如何在元代完成了对中国的空前统一，这种统一又
如何影响到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和汉人作为前现代民族的身份认
同？具有现代思想背景的提问与历史考察之间的对话，并不着
眼于“古为今用”或“总结历史经验”，而是为了更鲜活生动
地理解历史本身。要求本研究方向的学生在学期间能选修一门
第二外国语（最好是日语）。 

姚大力教授博导 
钱文忠副教授 
邓志峰副教授 

 

4 明清史 

以实证史学的方法，对1368年至1940年之间的历史中的重大问
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主要侧重明清时期的政治史、社会史、
文化史等领域，着重关注明中叶以后都市-城镇体系的展开、明
清社会关系的演变、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诸
多领域，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出一些值得重新研究
的新课题。在吸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吸收日本、美
国等海外学者的新成果，从中借鉴理论与方法，使本领域的研
究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樊树志教授博导 
张海英教授博导 
邓志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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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古代社会
史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纷繁多样，各个区域亦展现了不同的特色。
其中，明清社会史以明清时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通
过广泛收集各类史料，展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区域特征，
以期从社会文化的独特角度综合考察明清史。 

王振忠教授博导 
张海英教授博导 
巴兆祥教授博导 

 

6 
中国古代经济
史 

以实证史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作深入细
致的分析，既注重效果，爬梳新史料，又注重吸收前人成果，
特别是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传统史学课题进行新的解读与
剖析。主要关注中国近世（宋以后）的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新课
题与有探索价值的课题。 

樊树志教授博导 
王振忠教授博导 
张海英教授博导 

 

7 
中国古代民族
史 

本研究方向的重点是中国北方民族史，主要讨论塞北草原上自
匈奴迄于蒙古的历代游牧人共同体，以及直到满洲人为止的东
北各族的历史与文化变迁。拟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着重强调以
下三个环节：要在内陆亚洲这一广阔的空间范围里去展开北方
民族史；要更充分地从汉地社会与少数民族关系史的叙事框架
转移到对北方诸民族本身的研究上去；要将民族史的考察与当
代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以及对当代民族状况的理解结合起来。
要求本方向学生在学期间选修一门第二外国语。 

姚大力教授博导 
钱文忠副教授 
余欣副教授 

 

8 
中国与周边国
家关系史 

研究中国古代同东亚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制度、法律等文化
的传播与交流，探讨东亚世界的内在联系。在深入考订中国历
史文献的基础上，广泛掌握相关国家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比较
考证，研究东亚世界的形成发展与转型。由于本专业研究的特
殊性，将为研究生们提供掌握语言学、音韵学、人种学、民族
学、历史地理学一定知识，以及藉以从事研究基本方法的专设
课程。 

韩昇教授博导 
姚大力教授博导 
钱文忠副教授 
余欣副教授 

 

9 
中国古代文化
史 

明清两代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演变的一个总结性时期。出现了许
多重要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许多具有特殊知识结构
的文化人、学术群体和出版机构；出版了不少大型的丛书文献
和富有特色的典籍。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文化进入前所未有的
大交流时代。本方向主要从清理明清两代的各类文献入手，形
成明清西学史和出版文化史研究专业方向的特色。着重研究晚
明至晚清的重要文化事件、文化人物、文化政策、出版机构、
书院学堂和学术思潮等；特别注重研究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实
况。鉴于专业方向的特点，期待入校的研究生有较好的文献学、
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有横跨古代到近代长时段的历史学的知识准备。 

邹振环教授博导 
巴兆祥教授博导 
邓志峰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HIST820001 中国经济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02 隋唐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03 明清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3 江南社会与经济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7 明清专题文献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8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1 

宋元史领域的基本问题
与前沿研究（上）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820032 
宋元史领域的基本问题
与前沿研究（下）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3 
民族学原理与民族史研
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830001 明清西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2 东亚世界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4 中国经济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1 明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9 宋元明学案讲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30 

古文字学系列--甲骨金
文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31 
古文字学系列--两周青
铜器铭文（上）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32 
古文字学系列--两周青
铜器铭文（下）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51 新方志编纂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52 十九世纪的中国与德国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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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古代史基本文献典籍 中华书局等 必读  
2 历史研究 社科院 必读  
3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选读  
4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儒 选读  
5 唐代政治史论稿 陈寅恪 选读  
6 元朝史 韩儒林 选读  
7 明清史 孟森 选读  
8 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 必读  
9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樊树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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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060206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系统掌握中国近现
代史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土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
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档案局等，毕业生应该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市、部委社
科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高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
工作。 
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该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
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语查阅专业文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能够独立开设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能够撰写省市、部委级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 
能够独立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 
能够组织起历史学各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就所研究课题，作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特邀教师点评考核。 
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8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 
由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三名以上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
土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 
须进行书面和口试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
本内容。综合考试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不及格者不得申请博土学位资格。 
考试小组中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
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由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考试小组(三人以上，其中至少一
名博导)负责出题和实施。分书面考试和口试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
度要与同专业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大体相等。口试要包括对学生所写论文(可
是课程论文或学年论文)的答辩。资格考试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
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
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
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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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主要参考
资料，了解国内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应
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
具备完成该选题的基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提出有
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
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动态、
本论文的新的学术贡献等，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其
中注释部分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权
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知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熟练运用一
门外语查阅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
及时掌握国内外中国近现代史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 
能够独立进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市、部委级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
论文;  
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已发表两篇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论文(或在历史学权威刊物
上发表一篇论文);参加省市、部委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
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晚清史 

主要研究1840年至1911年中国社会变迁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
件、思潮、人物等，包括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历史发展道路的比
较，中西文明的冲撞和反响，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华民族抗争、
奋起的斗争历程，近代中国的农民问题，改良与革命的抉择等。

戴鞍钢教授博导 
王立诚教授博导  

2 中华民国史 

主要研究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
灭的中国历史，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三个中央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领
域的基本变迁过程，也包括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
量产生、发展、壮大的基本历程，并揭示其基本规律。 

金冲及教授博导 
吴景平教授博导 
金光耀教授博导 
章清教授博导 
曹振威副教授 
冯筱才教授博导 

 

3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 

主要研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
包括从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包括
从政治架构、经济决策以及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考察
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当代中国社会取得的历史成就。重点突出中
国道路、中国特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姜义华教授博导 
金光耀教授博导 
曹振威副教授 

 

4 中共党史 

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基本进程，包括民主
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重点放在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生平和思想方面。
对党史的研究，需要同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密切结合起来。 

金冲及教授博导 
姜义华教授博导 
张济顺教授博导 

 

5 
中国近现代财
政金融史 

主要研究自19世纪中叶到1950年代初中国财政金融领域变迁的
基本历程，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中央层面主要财政制度和金融
制度的沿革、变迁；中央层面主要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
实施和调整；主要财政思想主张、金融思想主张的内容；外国
在华财政金融势力及其影响；以钱庄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
构；华商银行；政府金融机构；国债概况；金融市场概况；财
政和金融界代表人物概况；财政金融史基本资料文献概况。 

吴景平教授博导 
朱荫贵教授博导  

6 
中国近现代经
济史 

主要研究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包括中外
经济关系的新格局，传统经济结构的变动，资本的原始积累，
社会经济部门的新组合，市场交易的扩大与商业资本的发展，
列强对华资本输出，轮船与铁路的运行，新式金融业的崛起，
近代城市的出现，资产阶级的形成及构成，近代经济思想的萌
发等。 

吴景平教授博导 
朱荫贵教授博导 
戴鞍钢教授博导 
冯筱才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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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近现代中
外关系史 

主要研究自184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包
括外交制度沿革、重大外交方针政策、重大交涉个案、国别的
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与中国直接相
关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外交家和外交思想等。 

吴景平教授博导 
金光耀教授博导 
王立诚教授博导 
曹振威副教授 
陈雁副教授 

 

8 
中国近现代社
会史 

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其它社会学科相结合，关注中国社会
共相，关心近现代中国人群体，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借鉴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广泛吸收地
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
法，将研究的视野落于基层社会。 

张济顺教授博导 
戴鞍钢教授博导 
陈雁副教授 

 

9 
中国近现代政
治史 

主要从多方位对近现代中国政治（以1840-1949年此时段为主）
进行深入研究。包括不同时段之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新的探讨，
各政治党系之主要历史、重要政治人物以及团体之政治行动以
及背后的动因考察、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下
层民众与政治之关系、政治“精英”与特殊环境之影响、区域
地方政治、民众政治心态与认知研究、政治符号与政治宣传研
究、从新政治史角度所进行的其它相关议题研究（如女性政治
史、身体政治史等）。 

姜义华教授博导 
冯筱才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HIST820004 晚清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05 民国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07 

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0 社会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2 财政金融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15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0 经济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23 中外关系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4 中共党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0 

中国近代财政金融史专
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2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
科的形成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4 中英关系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8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HIST620053 中国现代史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5 晚清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6 民国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08 中外关系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14 财政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15 社会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830019 抗日战争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2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3 民国经济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5 中国近代企业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6 现代上海社会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27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专
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33 中共党史方法与文献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34 中国现代史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52 十九世纪的中国与德国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56 中国秘密社会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58 中国近代商业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830059 

当代中国疾病防治与公
共卫生政策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30060 中国近代制度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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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其续编 中国史学会 必读  
2 剑桥中国史系列 费正清等 必读  
3 历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必读  
4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必读  
5 MODERN  CHINA  USA 必读  
6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系列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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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 06030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系统掌握世界史专
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研究型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土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教育
机构、研究机构和档案局等，毕业生应该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市、部委社科规划
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高校世界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该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
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语查阅专业文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能够独立开设世界史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能够撰写省市、部委级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 
能够独立对世界史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 
能够组织起历史学各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学术活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就所研究课题，作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特邀教师点评考核。 
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8次。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 
由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三名以上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
土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 
须进行书面和口试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
本内容。综合考试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不及格者不得申请博土学位资格。 
考试小组中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
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由学位分委员会认定的考试小组(三人以上，其中至少一
名博导)负责出题和实施。分书面考试和口试两种方式。书面考试的题型、数量和难
度要与同专业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大体相等。口试要包括对学生所写论文(可
是课程论文或学年论文)的答辩。资格考试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
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
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
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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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世界史专业的主要参考资料，
了解国内外对于世界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应选择世界史专
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成该选题的基
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
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世界史研究的领域，提出有别于现
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
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世界史的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
的学术贡献等，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其中注释部分
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
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知世界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查阅世界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
外世界史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 
能够独立进行世界史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市、部委级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
论文;  
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已发表两篇世界史专业论文(或在历史学权威刊物上发表
一篇论文);参加省市、部委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成符
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世界上古中古
史 

主要研究自人类产生至公元1500年的世界历史，从宏观上考察
世界各地区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在微观上把握各地区
各文明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内涵。重点研究古埃及和两
河流域、古希腊罗马、历史和文化、欧洲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注重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把握人
类文明的总体进程，同时注重世界各文明的比较研究。 

黄洋教授博导 
赵立行教授博导 
张广智教授博导 
金寿福教授博导 

 

2 世界近现代史 

主要研究自公元1500年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侧重于考察西方
文明的发展、扩张及其现代化历程；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在面
对西方文明扩张的挑战时，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出现的不同反
应，以及它们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自身所走过的发展历程。
重点研究欧洲近代化的历程，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
的确立、主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等内容。 

顾晓鸣教授博导 
顾云深教授博导 
周兵副教授 

 

3 亚洲史 

主要研究亚洲主要国家，尤其是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家的历
史，了解亚洲国家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其中重点探讨
亚洲国家的古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特征，亚洲近代化的进程以
及亚洲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亚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冯玮教授博导 
张翔副教授 
孙科志教授博导 
林太副教授 

 

4 欧美史 
主要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发生发展史。着重探讨欧洲和美国的文
化史、外交史和政治思想史。通过研究，了解欧洲和美国历史
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注重从比较和联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顾云深教授博导 
顾晓鸣教授博导  

5 世界文化史 

主要研究世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其侧重点在于研究精神文化如思想、观念、心态、价值、价值
体系、宗教信仰等。尤其是对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与文
化进行专门研究，如从希腊开始的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犹太文
化、伊斯兰文化、以佛教为特征的南亚与东亚文化，以及当代
美国文化等。 

张广智教授博导 
顾晓鸣教授博导 
黄洋教授博导 
赵立行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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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5 

欧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80 
连续与变迁：1000-1750
年欧洲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21 古典文明讨论班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5 中世纪文明讨论班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6 世界近现代史讨论班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8 美国史讨论班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39 世界文化史讨论班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20056 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57 

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与
政治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820059 
1500-1750年英国社会
转型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46 古希腊语（一）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7 古希腊语（二）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8 基础拉丁语（一）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9 基础拉丁语（二）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78 当代西方史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79 法国历史与文化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830041 历史学与文化理论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42 欧洲中世纪史料分析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49 古希腊文原著选读（上）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830050 古希腊文原著选读（下）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历史研究 汤因比 必读  
2 圣经 商务印书馆 必读  
3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汤普逊 选读  
4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亨廷顿 选读  
5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选读  
6 The new Cambridge Modetn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选读  
7 东方主义 萨义德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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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01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
康、具有扎实的中外哲学史、文化史基础，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具有深厚
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并在某些问题上有开拓性
研究的，能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学和宣传等方向工作骨干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争取担任杂志、出版社等部门的兼职编辑，训练理论工作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5）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A：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B：
协助导师进行教学工作。 
（6）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参
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如哲学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
愿参加。基本要求：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
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
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哲学系统一举行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要求： 
（1）每年春季，系行政将组织硕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每年秋季，系行政将组织博
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 
（2）通过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中期考核、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件。 
（3）学位资格考试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级，不计学分。 
（4）学位资格考试实行题库式命题。考试共分三部分：哲学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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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专业外语。各部分满分为100分。 
（5）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以百分制计算。在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中，哲学基础
知识占30%；专业基础占50%；专业外语占20%。 
（6）每次学位资格考试由系行政聘请教师组成组题小组，在考试前1小时内开题库，
选择考题、组成考卷。 
（7）如考试为笔试，考试结束后由系行政聘请5-7名教师组成批卷小组，实行流水作
业方式批改学位资格考试试卷。 
（8）如考试为口试，系行政将聘请5-7名教师组成口试小组，当场评分。 
 
2．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三门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指定
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三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三门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
门。 
b 由系指定的三门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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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
查研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
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8）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包括中外哲学史），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
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史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掌握它的
主要内容、产生的必要性和发展内在规律，阐释它在现时代的
勃勃生命力。内容包括马克思阶段、列宁阶段和毛泽东、邓小
平理论。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思想的发展为基本线索，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重要著作为依据，
立足现时代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吴晓明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2 
马克思恩格斯
早期哲学思想
研究 

主要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
态》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着重领
会、理解从德国古典哲学到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脉络，切实
理会马克思所实行的哲学变革的世界意义和批判继承精神，避
免庸俗化和教条化。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3 
《资本论》及其
手稿研究 

《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最主要
的哲学著作，《资本论》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制高点。
本研究方向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为经典，全方

王德峰教授博导 
王金林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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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地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观。 
 

4 
马克思主义与
现代西方哲学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文明状况的基本应答以及对事
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的思考。通过这样的对话，力求
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成果与发展前景形成根据充分的评价
与判断，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展望。 

冯 平教授博导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5 
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思想传统 

主要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及其他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哲
学著作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从哲学史和文化史的高度深
入领会和认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的“双重性
格”。本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
平理论为重点。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6 
唯物史观与历
史哲学研究 

主要研究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及其当代意义，包括唯物史
观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唯物史观的范畴体系、唯物史观中的本
体论学说、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
理论、现时代的性质与历史定位、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问题。本
方向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三大手稿等的研究，
系统地展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整体结构；完整地揭示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及其现时代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
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展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历史性和开放性。

王德峰教授博导 
吴晓明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7 
认识论与价值
论 

研究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所进行的哲学变革及其与马克思哲学
的关系；研究19世纪末德国和奥地利价值哲学和20世纪英美价
值哲学理论，及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关系；研究价值判断的规律与特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和
网络时代的价值观问题。 

冯 平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8 
马克思主义社
会政治哲学研
究 

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宝贵是思想遗产，本研究方
向以马克思晚年思想为精华，以马克思历史过程理论为主线，
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开掘，全面展开和深化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规律、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理论。 

吴晓明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王金林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9 
马克思生态哲
学研究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哲学的研究也在不断
深入。其中，尤其是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研究，更是成了当前
思想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方向主要引导博士研究生联系当今人类所
面临的生态问题，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深入探讨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人类走出生态
困境的道路。 

陈学明教授博导  

10 
现代性问题研
究 

立足现代性哲学，结合相关学科，特别是社会理论及文化哲学
的资源，面向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哲
学层面的反思与探究。 

邹诗鹏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11 
当代西方激进
哲学研究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研究旨在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深入研究当代
西方左翼激进哲学的主要流派、基本立场、核心观点与根本方
法，从理论与历史两方面把握当代西方左翼激进哲学的来龙去
脉，探讨其与激进哲学传统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
评论其对当代世界的揭示及其筹划方案的理论与政治意义。 

王金林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820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
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7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外国
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820017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6 价值论名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4 经济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6 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理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1 《资本论》手稿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2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
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171



·172· 

PHIL830022 
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
展动态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4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否定辩证法》）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5 《资本论》与当代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马克思恩格斯
必读 
2 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马克思恩格斯选读 
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普列汉诺夫选读 
4 《列宁选集》（1-4卷）列宁必读 
5 《斯大林文选》（上下卷）斯大林选读 
6 《毛泽东选集》（1-5卷）毛泽东必读 
7 《邓小平文选》（1-3卷）邓小平必读 
8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黑格尔必读 
9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必读 
10 《小逻辑》黑格尔必读 

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译
本 

  

2 

11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
必读 
12 《哲学研究》（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必读 
13 《哲学动态》（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必读 
14 《哲学评译》（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必读 
15 《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北京）中国社科
院哲学所必读 
16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卷、马克思哲学史卷、马克思哲学原理卷）
中国人民大学必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3 

17 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必
读 
1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必
读 
19 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必
读 
2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
民大学选读 
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选
读 
22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选
读 
23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选
读 
24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选
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4 

2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选
读 
26 高等学校学报文摘（文科版）教育部选读 
27 学术月刊（上海）上海社联选读 
28 社会科学（上海）上海社科院选读 
29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上海社科院选
读 
30 江海学刊（南京）南京选读 
31 浙江学刊（浙江）浙江社联选读 
32 天津社会科学天津社联选读 
33 社会科学实践（长春）吉林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5 

34 学术研究（广州）广东选读 
35 现代哲学（广州）广东选读 
36 江汉学刊（武汉）湖北选读 
37 东岳论丛（山东）山东选读 
38 社会科学辑刊（西安）陕西选读 
39 求是（哈尔滨）黑龙江选读 
40 社会科学（辽宁）辽宁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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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博连读） 010101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
康、具有扎实的中外哲学史、文化史基础，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具有深厚
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并在某些问题上有开拓性
研究的，能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学和宣传等方向工作骨干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5 11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争取担任杂志、出版社等部门的兼职编辑，训练理论工作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5）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A：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B：
协助导师进行教学工作。 
（6）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参
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如哲学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
愿参加。基本要求：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
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
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哲学系统一举行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要求： 
（1）每年春季，系行政将组织硕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每年秋季，系行政将组织博
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 
（2）通过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中期考核、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件。 
（3）学位资格考试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级，不计学分。 
（4）学位资格考试实行题库式命题。考试共分三部分：哲学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
识、专业外语。各部分满分为100分。 
（5）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以百分制计算。在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中，哲学基础
知识占30%；专业基础占50%；专业外语占20%。 
（6）每次学位资格考试由系行政聘请教师组成组题小组，在考试前1小时内开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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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考题、组成考卷。 
（7）如考试为笔试，考试结束后由系行政聘请5-7名教师组成批卷小组，实行流水作
业方式批改学位资格考试试卷。 
（8）如考试为口试，系行政将聘请5-7名教师组成口试小组，当场评分。 
 
2．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三门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指定
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三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三门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
门。 
b 由系指定的三门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
查研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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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
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8）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包括中外哲学史），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
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史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入掌握它的
主要内容、产生的必要性和发展内在规律，阐释它在现时代的
勃勃生命力。内容包括马克思阶段、列宁阶段和毛泽东、邓小
平理论。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思想的发展为基本线索，
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重要著作为依据，
立足现时代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吴晓明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2 
马克思恩格斯
早期哲学思想
研究 

主要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
态》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着重领
会、理解从德国古典哲学到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脉络，切实
理会马克思所实行的哲学变革的世界意义和批判继承精神，避
免庸俗化和教条化。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3 
《资本论》及其
手稿研究 

《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最主要
的哲学著作，《资本论》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制高点。
本研究方向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为经典，全方
位地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观。 

王德峰教授博导 
王金林教授博导  

4 
马克思主义与
现代西方哲学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文明状况的基本应答以及对事
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的思考。通过这样的对话，力求
对于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成果与发展前景形成根据充分的评价
与判断，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展望。 

冯 平教授博导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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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思想传统 

主要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及其他当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哲
学著作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从哲学史和文化史的高度深
入领会和认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的“双重性
格”。本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
平理论为重点。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6 
唯物史观与历
史哲学研究 

主要研究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及其当代意义，包括唯物史
观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唯物史观的范畴体系、唯物史观中的本
体论学说、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
理论、现时代的性质与历史定位、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问题。本
方向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三大手稿等的研究，
系统地展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整体结构；完整地揭示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及其现时代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
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展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历史性和开放性。

王德峰教授博导 
吴晓明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7 
认识论与价值
论 

研究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所进行的哲学变革及其与马克思哲学
的关系；研究19世纪末德国和奥地利价值哲学和20世纪英美价
值哲学理论，及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关系；研究价值判断的规律与特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和
网络时代的价值观问题。 

冯 平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8 
马克思主义社
会政治哲学研
究 

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宝贵是思想遗产，本研究方
向以马克思晚年思想为精华，以马克思历史过程理论为主线，
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开掘，全面展开和深化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规律、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理论。 

吴晓明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王金林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9 
马克思生态哲
学研究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哲学的研究也在不断
深入。其中，尤其是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研究，更是成了当前
思想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方向主要引导博士研究生联系当今人类所
面临的生态问题，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深入探讨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人类走出生态
困境的道路。 

陈学明教授博导  

10 
现代性问题研
究 

立足现代性哲学，结合相关学科，特别是社会理论及文化哲学
的资源，面向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哲
学层面的反思与探究。 

邹诗鹏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11 
当代西方激进
哲学研究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研究旨在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深入研究当代
西方左翼激进哲学的主要流派、基本立场、核心观点与根本方
法，从理论与历史两方面把握当代西方左翼激进哲学的来龙去
脉，探讨其与激进哲学传统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
评论其对当代世界的揭示及其筹划方案的理论与政治意义。 

王金林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62000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02 《周易》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0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
读 

哲学学院 4 7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17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
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2 《四书》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20064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一）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15 认识论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16 

马克思历史哲学专题研
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18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
读 

哲学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43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
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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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620056 价值论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
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7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外国
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7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6 价值论名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01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02 邓小平理论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03 现代外国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04 西方历史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2 《形而上学导论》研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3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哲学
比较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8 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2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3 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74 当代西方激进经典研讨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4 经济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6 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理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1 《资本论》手稿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2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
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22 
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
展动态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4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否定辩证法》）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5 《资本论》与当代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2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选
读 
26 高等学校学报文摘（文科版）教育部选读 
27 学术月刊（上海）上海社联选读 
28 社会科学（上海）上海社科院选读 
29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上海社科院选
读 
30 江海学刊（南京）南京选读 
31 浙江学刊（浙江）浙江社联选读 
32 天津社会科学天津社联选读 
33 社会科学实践（长春）吉林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2 

34 学术研究（广州）广东选读 
35 现代哲学（广州）广东选读 
36 江汉学刊（武汉）湖北选读 
37 东岳论丛（山东）山东选读 
38 社会科学辑刊（西安）陕西选读 
39 求是（哈尔滨）黑龙江选读 
40 社会科学（辽宁）辽宁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3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马克思恩格斯
必读 
2 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马克思恩格斯选读 
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普列汉诺夫选读 
4 《列宁选集》（1-4卷）列宁必读 
5 《斯大林文选》（上下卷）斯大林选读 
6 《毛泽东选集》（1-5卷）毛泽东必读 
7 《邓小平文选》（1-3卷）邓小平必读 
8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黑格尔必读 
9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必读 
10 《小逻辑》黑格尔必读 

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译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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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
必读 
12 《哲学研究》（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必读 
13 《哲学动态》（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必读 
14 《哲学评译》（期刊·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
所必读 
15 《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北京）中国社科
院哲学所必读 
16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卷、马克思哲学史卷、马克思哲学原理卷）
中国人民大学必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5 

17 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必
读 
1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必
读 
19 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必
读 
2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
民大学选读 
2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选
读 
22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选
读 
23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选
读 
24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选
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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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 0101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及重要的中国哲学家思想的学习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
心健康，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基本问题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具有相当的理论思维
能力，能独立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具备充分的古汉语知识和传统小学知识与
技能，并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能撰写高水平学术论著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规定写读书笔记和学术札记，在校期间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
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安排两次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和表达能力； 
（3）作一些古典文献的标点整理工作； 
（4）进行一定的本科生教学实习。 
（5）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协助导
师进行教学工作。 
（6）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 
基本要求是：（1）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要提出一定见解并
能作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述的思想逻辑要清楚、严密。 
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哲学系统一举行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要求： 
（1）每年春季，系行政将组织硕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每年秋季，系行政将组织博
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 
（2）通过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中期考核、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件。 
（3）学位资格考试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级，不计学分。 
（4）学位资格考试实行题库式命题。考试共分三部分：哲学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
识、专业外语。各部分满分为100分。 
（5）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以百分制计算。在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中，哲学基础
知识占30%；专业基础占50%；专业外语占20%。 
（6）每次学位资格考试由系行政聘请教师组成组题小组，在考试前1小时内开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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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考题、组成考卷。 
（7）如考试为笔试，考试结束后由系行政聘请5-7名教师组成批卷小组，实行流水作
业方式批改学位资格考试试卷。 
（8）如考试为口试，系行政将聘请5-7名教师组成口试小组，当场评分。 
 
2．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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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对于论文选题的相关领域有深入了解，对关于该论题的前人研究成果有一批评
性概述，必须阐明自己在该论题上的独到之处；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的选题和主题要避免与前人雷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4）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而不是材料的复述和整理； 
（5）材料引证要规范可靠，参考书列举要尽可能详尽； 
（6）文字流畅，思路清晰，结构完整； 
（7）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8）论文修改后可达正式出版的水平； 
（9）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10）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比较广阔的专业视野；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阐述能
力； 
（2）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功底； 
（3）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4）能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和组织小规模科研活动； 
（5）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6）一门外语过硬；二外能简单阅读； 
（7）能独立开两门以上的专业基础课； 
（8）毕业论文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先秦哲学 

先秦儒家思想； 
先秦道家哲学（老、庄）； 
先秦诸子学研究； 
《周易》思想研究 

张汝伦教授博导 
徐洪兴教授博导 
杨泽波教授博导 
林宏星教授博导 
李若晖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2 两汉、魏晋哲学

魏晋玄学研究； 
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 
王充思想研究； 
两汉哲学发展史研究 
 

刘康德教授博导 
陈居渊教授博导  

3 宋明儒学 
理学发展史； 
朱熹思想研究； 
陆象山、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研究 

徐洪兴教授博导 
林宏星教授博导 
吴 震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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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学史 中国经学史 
徐洪兴教授博导 
陈居渊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5 
中国近现代哲
学 

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张汝伦教授博导 
徐洪兴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77 儒家心性论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8 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2 宋明理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5 现代新儒家著作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9 先秦诸子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0 宋明理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1 《四书》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44 经学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MAZ630001 宋明理学（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Z630002 
中国灵修传统研究（全
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4 
理论与实践中的中国宗
教（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08 老庄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5 战国思想的自识与反思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68 中西哲学比较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6 
儒家佛家哲学原著选读
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30019 理学概念范畴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1 《春秋》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2 

两汉哲学与《淮南子》
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3 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0 《韩非子》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51 康、梁哲学著作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十三经注疏》必读 
2 《道德经》选读 
3 《庄子》选读 
4 《墨子》选读 
5 《公孙龙子》选读 
6 《淮南子》选读 
7 《春秋繁露》选读 
8 《论衡》选读 
9 《王弼集》选读 
10 《张载集》选读 

中华书局版本   

2 

11 《二程集》选读 
12 《朱子全书》选读 
13 《陆九渊全集》选读 
14 《王阳明全集》选读 
15 《明儒学案》选读 
16 《宋元学案》选读 
17 《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选读 

中华书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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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选读 
19 《新唯识论》熊十力选读 
20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选读 

3 

21 《学术月刊》期刊选读 
22 《哲学研究》期刊选读 
23 《中国哲学史》期刊选读 
24 《哲学动态》期刊选读 
25 《文史哲》期刊选读 
26 《新哲学》期刊选读 
27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期刊选读 
28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期刊选读 
29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期刊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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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硕博连读） 010102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及重要的中国哲学家思想的学习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
心健康，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基本问题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具有相当的理论思维
能力，能独立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具备充分的古汉语知识和传统小学知识与
技能，并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能撰写高水平学术论著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5 11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规定写读书笔记和学术札记，在校期间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
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安排两次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和表达能力； 
（3）作一些古典文献的标点整理工作； 
（4）进行一定的本科生教学实习。 
（5）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协助导
师进行教学工作。 
（6）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 
基本要求是：（1）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要提出一定见解并
能作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述的思想逻辑要清楚、严密。 
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哲学系统一举行的博士学位资格考试要求： 
（1）每年春季，系行政将组织硕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每年秋季，系行政将组织博
士学位学位资格考试。 
（2）通过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中期考核、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件。 
（3）学位资格考试分为及格与不及格两级，不计学分。 
（4）学位资格考试实行题库式命题。考试共分三部分：哲学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
识、专业外语。各部分满分为100分。 
（5）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以百分制计算。在学位资格考试的总成绩中，哲学基础
知识占30%；专业基础占50%；专业外语占20%。 
（6）每次学位资格考试由系行政聘请教师组成组题小组，在考试前1小时内开题库，
选择考题、组成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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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考试为笔试，考试结束后由系行政聘请5-7名教师组成批卷小组，实行流水作
业方式批改学位资格考试试卷。 
（8）如考试为口试，系行政将聘请5-7名教师组成口试小组，当场评分。 
 
2．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对于论文选题的相关领域有深入了解，对关于该论题的前人研究成果有一批评
性概述，必须阐明自己在该论题上的独到之处；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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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的选题和主题要避免与前人雷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4）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而不是材料的复述和整理； 
（5）材料引证要规范可靠，参考书列举要尽可能详尽； 
（6）文字流畅，思路清晰，结构完整； 
（7）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8）论文修改后可达正式出版的水平； 
（9）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10）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和比较广阔的专业视野；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阐述能
力； 
（2）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功底； 
（3）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4）能独立从事科研活动和组织小规模科研活动； 
（5）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6）一门外语过硬；二外能简单阅读； 
（7）能独立开两门以上的专业基础课； 
（8）毕业论文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学制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先秦哲学 

先秦儒家思想； 
先秦道家哲学（老、庄）； 
先秦诸子学研究； 
《周易》思想研究 

张汝伦教授博导 
徐洪兴教授博导 
杨泽波教授博导 
林宏星教授博导 
李若晖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2 两汉、魏晋哲学

魏晋玄学研究； 
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 
王充思想研究； 
两汉哲学发展史研究 

刘康德教授博导 
陈居渊教授博导  

3 宋明儒学 
理学发展史； 
朱熹思想研究； 
陆象山、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研究 

徐洪兴教授博导 
林宏星教授博导 
吴 震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4 中国经学史 中国经学史 
徐洪兴教授博导 
陈居渊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5 
中国近现代哲
学 

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张汝伦教授博导 
徐洪兴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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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62000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02 《周易》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0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05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11 中国哲学史专题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2 《四书》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20064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一）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19 先秦诸子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20 

宋明理学专题——《二
程集》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7 《荀子》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8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7 

先秦哲学I（儒家与法
家）(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20068 
先秦哲学II （道家与墨
家）(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20077 儒家心性论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8 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2 宋明理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5 现代新儒家著作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9 先秦诸子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0 宋明理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1 《四书》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44 经学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MAZ630001 宋明理学（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Z630002 
中国灵修传统研究（全
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3 经学史研究（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Z630004 
理论与实践中的中国宗
教（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05 《易》学史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07 当代新儒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08 老庄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09 魏晋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44 清代学术史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45 中国经学史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5 战国思想的自识与反思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68 中西哲学比较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2 《四书章句集注》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81 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4 《孟子》串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0 《春秋公羊传》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6 

儒家佛家哲学原著选读
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30019 理学概念范畴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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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830031 《春秋》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2 

两汉哲学与《淮南子》
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3 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0 《韩非子》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51 康、梁哲学著作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十三经注疏》必读 
2 《道德经》选读 
3 《庄子》选读 
4 《墨子》选读 
5 《公孙龙子》选读 
6 《淮南子》选读 
7 《春秋繁露》选读 
8 《论衡》选读 
9 《王弼集》选读 
10 《张载集》选读 

中华书局版本   

2 

11 《二程集》选读 
12 《朱子全书》选读 
13 《陆九渊全集》选读 
14 《王阳明全集》选读 
15 《明儒学案》选读 
16 《宋元学案》选读 
17 《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选读 
18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选读 
19 《新唯识论》熊十力选读 
20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选读 

中华书局版本   

3 

21 《学术月刊》期刊选读 
22 《哲学研究》期刊选读 
23 《中国哲学史》期刊选读 
24 《哲学动态》期刊选读 
25 《文史哲》期刊选读 
26 《新哲学》期刊选读 
27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期刊选读 
28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期刊选读 
29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期刊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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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 010103  
            
一、 培养目标  

 

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熟悉西方哲学的历史与现
状，了解当代西方哲学的前言问题和最新发展，有良好的理论素养，较强的文字表达
能力，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能胜任教学、科研、新闻
出版和其他社会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调研活动； 
（2）在学期间，安排一到两次学术报告，训练理论分析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学术秘书。 
（4）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协助导
师进行教学工作。 
（5）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6）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必须做学术报告1次，对象为本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和教师。 
（2）要求：能提出问题，阐释清楚，表达准确。 
（3）考核以发言提纲和发言表现为评分依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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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
查研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
改后达到可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8）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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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的
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外国哲学史 

主要研究自泰勒士到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形成和演进的历
史，了解各主要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主要概念和学说，探讨不
同时代的不同问题和共同问题，研究不同哲学理论的内在理路、
前因后果和历史影响，并通过对古老问题的重新思考培养思辨
的能力，揭示不同哲学家的思想特色和理论得失。 

丁 耘教授博导 
刘放桐教授博导 
张汝伦教授博导 
佘碧平教授博导 
莫伟民教授博导 
孙向晨教授博导 

 

2 现代外国哲学 

主要研究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欧美哲学的形成和演进的过程，切
实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理论构架和基本概念，深入
考察重要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思想渊源及理论脉络，批判地评
价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揭示他们的理论困难，并以积
极的姿态对他们的观点作出回应。 

刘放桐教授博导 
张庆熊教授博导 
张汝伦教授博导 
莫伟民教授博导 
佘碧平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徐英瑾教授博导 

 

3 现象学 
主要研究现象学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了解现象学的不
同形态和成因，阐释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精研现
象学家的原典，探讨其理论旨趣揭示其学术价值、意义和效应。

张庆熊教授博导 
佘碧平教授博导 
丁 耘教授博导 

 

4 德国古典哲学 

深入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详细考察德国
古典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学说，充分领会其中的重大问题及
其原因，展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和思想取向，分析德国
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张汝伦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孙向晨教授博导 

 

5 西方政治哲学 

主要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变迁和影响，探讨西方政治哲
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了解其基本问题和时代
背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得失进行评价，揭示对我国学术
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丁 耘教授博导 
张汝伦教授博导 
孙向晨教授博导 

 

6 法国哲学 
主要研究近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思潮及其特点和影响，了解其
来龙去脉，批判分析其理论得失，系统的阐释近当代法国哲学
的主要学说，揭示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展望其前景。 

莫伟民教授博导 
佘碧平教授博导  

7 
犹太教、基督教
哲学 

主要研究犹太教哲学、基督教哲学的形成及演进过程，探讨它
们与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了解当代西方宗教哲学
的前沿问题，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 

孙向晨教授博导 
张庆熊教授博导  

8 
当代西方社会
哲学 

主要研究西方社会哲学的现状、历史、理论与方法（如“社会
批判理论”、“芝加哥学派”、“英国人类学学派”等），并
研究当今一些特殊社会群体的结构及形成，揭示西方社会哲学
对我们的意义。 

佘碧平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9 西方法哲学 
主要研究西方法哲学的起源、演变和最新发展，了解它们的理
论风貌和研究方法，分析一些主要的法哲学家的理论特点及影
响，揭示其对我国法学理论建设的意义。 

莫伟民教授博导  

10 分析哲学 
关注20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理论形成、演变及其最新
前沿问题研究。 

徐英瑾教授博导 
张志林教授博导  

11 美国哲学 

主要探讨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等古典实用主义者的思想和新
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它们对美国哲学及社会的影响，
探讨实用主义在欧洲和我国的传播史、效应史，考察实用主义
的基本概念、问题和理论构架及时代意义，分析实用主义理论
的得失。 

刘放桐教授博导 
陈亚军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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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哲马哲比较
研究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对话及比较研究，并发
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活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哲
学传统中的现代意义。 

刘放桐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61 科学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2 西方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3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4 西方哲学经典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7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64 德国观念论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69 梵语II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0 梵语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7 柏拉图哲学原著选读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108 
柏拉图哲学原著选读
（二）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3 结构主义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17 法国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20024 经济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6 康德《判断力批判》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7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
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8 法国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9 《存在与时间》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0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1 经验论与理性主义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20 利科与隐喻理论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4 法国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9 分析哲学（全英文授课）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2 梵语I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3 梵语IV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30044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否定辩证法》）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7 认知科学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57 新实用主义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30058 英美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巴门尼德篇》柏拉图必读 
2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必读 
3 《第一哲学沉思录》笛卡尔必读 
4 《伦理学》斯宾诺莎必读 
5 《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必读 

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
相关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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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逻辑》黑格尔选读 
7 《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必读 
8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必读 
9 《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选读 
10 《存在与虚无》萨特选读 

2 

11 《论文字学》德里达选读 
12 《词与物》福柯选读 
13 《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必读 
14 《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必读 
15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必读 
16 《哲学研究》中国社科院必读 
17 《世界哲学》中国社科院必读 
18 《复旦哲学评论》复旦大学必读 
19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卷）中
国人民大学必读 
20 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必
读 
21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选
读 

商务印书馆各版本、各期刊出
版社定期出版 

  

3 

22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选
读 
23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选
读 
24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选
读 
2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选
读 
26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
民大学选读 
27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选
读 
28 学术月刊上海社联选读 
29 天津社会科学天津社联选读 
30 江海学刊江苏社联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4 

31 浙江学刊浙江社联选读 
32 河北学刊河北社联选读 
33 江汉学刊湖北社联选读 
34 求是黑龙江社联选读 
35 现代哲学广东社联选读 
36 哲学动态 
37 吉林大学学报 
38 厦门大学学报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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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010105  
            
一、 培养目标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伦理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发展有透彻
的理解，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品德修养和创新意识，对问题史有开拓性的研究，有能
力独立地开展教学、科研、新闻出版、政工和其他社会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调研活动； 
（2）在学期间，安排一到两次学术报告，训练理论分析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学术秘书。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必须做学术报告1次，对象为本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和教师。 
（2）要求：能提出问题，阐释清楚，表达准确。 
（3）考核以发言提纲和发言表现为评分依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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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
查研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
改后达到可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的
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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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德国伦理学 

主要研究方向有：（1）从莱布尼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
理性主义伦理学；（2）后期谢林，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伦
理学；（3）现象学、实存主义的价值伦理学；（4）法兰克福
学派的社会批判伦理学；（5）科技时代的责任伦理学。了解这
些学派的伦理问题的形成和演进，揭示不同伦理学家面对不同
时代的生存处境所阐发的伦理思想的特色、意义和限度。 

邓安庆教授博导 
王国豫教授博导 
吴新文副教授 
罗亚玲副教授 

 

2 价值哲学 

研究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所进行的哲学变革及其特点；研究19
世纪末德国和奥地利价值哲学和20世纪英美价值哲学理论；研
究价值判断的规律与特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和网络时代的价
值观问题。 

冯 平教授博导  

3 应用伦理学 

主要研究方向有：（1）企业论理学；（2）经济伦理学；（3）
生命伦理学；（4）医学伦理学；（5）科技伦理学；（6）环境
伦理学。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对当代突出的伦理问题作出分析模
型，增强伦理学原理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引导，对错误的实践方
式进行严肃的社会批判。 

邓安庆教授博导 
王国豫教授博导 
吴新文副教授 
罗亚玲副教授 

 

4 英美伦理学 

主要研究方向有：（1）古典和现代的德性伦理；（2）功利主
义伦理学；（3）社会公正理论研究；（4）元伦理学研究。深
入考察上述伦理思想的渊源及理论脉络，批判地分析评价他们
的思想在现代性中的代价和得失，揭示他们的理论困难，并以
积极的姿态对他们的观点作出回应。 

孙小玲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820026 价值论名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8 

康德黑格尔伦理学专题
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2 社会公正理论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3 功利主义伦理学专题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43 伦理学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07 当代新儒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29 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31 基督教伦理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85 德性伦理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6 

现代西方伦理学主要流
派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4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否定辩证法》）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理想国》柏拉图必读 
2 《尼克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必读 
3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必读 
4 《名哲言行录》第欧根尼·拉尔修选读 
5 《道德原则研究》休谟必读 
6 《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必读 
7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康德必读 
8 《精神哲学》黑格尔选读 
9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必读 
10 《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尼采选读 
11 《功用主义》穆勒必读 

商务印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各版本 

  

2 12 《伦理学原理》摩尔必读 商务印书馆相关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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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伦理学与语言》斯蒂文森选读 
14 《伦理学方法》西季威克选读 
15 《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必读 
16 《正义论》罗尔斯必读 
17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
舍勒选读 
18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选读 
19 《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哈贝马斯选读 
20 《责任原理》汉斯约那斯选读 
21 《自然权利与历史》列奥斯特劳斯选读 

3 

期刊： 
22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选读 
23 《哲学研究》中国社科院选读 
24 《世界哲学》中国社科院选读 
25 《哲学动态》中国社科院选读 
26 《复旦哲学评论》复旦大学选读 
27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卷）中
国人民大学选读 
28 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选
读 
29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选
读 
30 文史哲山东大学选读 
31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选
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4 

32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选
读 
33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选
读 
3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选
读 
35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
民大学选读 
36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选
读 
37 学术月刊上海社联选读 
38 道德与文明天津社联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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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 010107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宗教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具有
扎实的中外哲学史、宗教史基础，尤其是在宗教学领域内具有深厚基础，对于宗教学
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并在某些问题上有开拓性研究的，能担当宗教学理论、
教学和宣传等方向工作骨干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争取担任杂志、出版社等部门的兼职编辑，训练理论工作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5）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协助导
师进行教学工作。 
（6）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参
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如哲学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
愿参加。 
基本要求：（1）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
作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 
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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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宗教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
改后达到可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8）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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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包括中外哲学史），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
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的
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佛教研究 
本研究方向包括佛教哲学、佛教史、佛教制度、天台哲学、禅
宗哲学等方面，考察佛教与中国哲学、宗教的相互关系，并介
入佛教与社会、文化和各大宗教间的对话。 

王雷泉教授博导 
刘宇光副教授 
程 群副教授 

 

2 基督教研究 
本研究方向包括基督教哲学、基督教伦理学、神学解释学、圣
经研究、中国教会史、基督教与社会、心理和人生等问题。 

张庆熊教授博导 
李天纲教授博导 
王新生教授博导 
朱晓红副教授 
刘 平副教授 
郁喆隽副教授 

 

3 宗教哲学 

本研究方向着重对东西方宗教重要概念进行哲学的考察；研究
相关的宗教经验、宗教语言、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神话和符号等
宗教学的一般问题；对宗教领域的研究方法、主题、学派和思
想家进行追踪研究；比较世界各大宗教不同的特征和表述形式；
考察现代宗教批判理论、宗教与科学、宗教与伦理、宗教与其
它他学科的关系，并介入当前文化界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 

张庆熊教授博导 
王雷泉教授博导 
李天纲教授博导 
王新生教授博导 
郁喆隽副教授 

 

4 
中国宗教史研
究 

本研究方向主要进行儒教、道教、民间宗教和少数民族宗教的
历史、思想、典籍、礼仪和制度的研究，探讨世界各大宗教在
中国发展过程及与中国本土宗教的交涉及相互关系。 

李天纲教授博导 
魏明德教授博导 
郁喆隽副教授 

 

5 伊斯兰教研究 
关注、精读伊斯兰教经典著作、伊斯兰教哲学相关研究著作，
从宗教学专业视角研究伊斯兰教的内在理路，并结合当前国际
国内伊斯兰教发展形势进行跟踪研究。 

王新生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63 明清基督教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9 宗教学的经验研究方法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20034 古罗马宗教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200



·201· 

PHIL820037 佛教原典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8 中国宗教原典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9 宗教学前沿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40 基督教原典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41 因明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42 因明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20034 中国宗教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6 

西方的中国宗教研究问
题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20078 佛教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35 现象学与唯识论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48 比较宗教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7 西方宗教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6 印度佛教原典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9 梵语II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0 梵语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88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7 天台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3 结构主义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30018 《摩诃止观》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5 中国佛教史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8 

東亞唯識宗: 「所知障」
專題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PHIL830054 墨经逻辑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David 
S. Noss ＆ John B. Noss 必读 
2 Religions of the World Lews M. Hopfe 必读
3 《西方宗教哲学文选》胡景钟等必读 
4 《宗教思想史》伊利亚德必读 
5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陈士强、王雷泉
等必读 
6 大藏经正续藏（含电子版）选读 
7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一至四卷石峻等必
读 
8 《藏要》一至三辑，金陵刻经处欧阳渐等选读 

参看著作各条目说明   

2 

9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吕澂必读 
10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澂必读 
11 《中印佛学比较研究》李志夫必读 
12 《法华思想》平川彰等选读 
13 《法华玄义研究》李志夫必读 
14 《天台学——根本思想及其展开》安藤俊雄选
读 
15 《摩诃止观释译》王雷泉选读 
16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张曼涛选读 
17 《世界佛学名著译丛》蓝吉富选读 
18 《因明正理门论直解》郑伟宏选读 

参看著作各条目说明   

3 

19 《佛家逻辑通论》郑伟宏选读 
20 《因明学研究》沈剑英选读 
21 道藏正续藏选读 
22 《道教概说》李养正选读 
23 《中国道教史》任继愈选读 
24 《十三经注疏》李学勤选读 
25 《中国儒教史》李申选读 
26 《优入圣域》黄进兴选读 
27 《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必读 
28 《基督教哲学1500年》赵敦华选读 
29 《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

参看著作各条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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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熊选读 
30 《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卓新平选读 

4 

31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李天纲
选读 
32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7. C. K. 
Yang 选读 
33 《比较宗教学史》呂大吉等译选读 
34 《大众塔木德》科恩必读 
35 《阿伯特》必读 
36 《古兰经》、《布哈里圣训实录》张平译必读
期刊： 
37 世界宗教研究北京选读 
38 宗教研究北京选读 
39 中国宗教北京选读 
40 宗教学研究四川选读 

参见著作和期刊各条目说明   

5 

41 宗教江苏选读 
42 当代宗教研究上海选读 
43 佛学研究北京选读 
44 法音北京选读 
45 佛教文化北京选读 
46 中国禅学北京选读 
47 觉群（学术版）上海选读 
48 中华佛学研究学报台北选读 
49 中华佛学研究台北选读 
50 玄奘佛学学报新竹选读 
51 普门学报高雄选读 
52 基督教文化学刊北京选读 
53 基督教学术上海选读 
54 基督教思想评论上海选读 
55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202



·203·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争取担任杂志、出版社等部门的兼职编辑，训练理论工作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5）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A：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B：
协助导师进行教学工作。 
（6）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硕士生 
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班上作4次系统的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士生和
本科生。基本要求是能够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楚。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作
为评分的依据。 
2．博士生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参
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如哲学史）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
愿参加。基本要求：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
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
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科学技术哲学 010108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
究、教学和独立担负科技管理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求在知识结构方面，能
比较全面地掌握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和理论知识，了解和熟悉我国及和国际有关本学
科理论与实践的进展和动向；在能力方面，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素质，能独立分析和解
决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理论和实际问题，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毕业后，能胜任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以及有关的咨询、宣传、编辑和出版等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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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
之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
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
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
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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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b 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c 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包括中外哲学史），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
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科学哲学与科
学思想史 

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把握和揭示科学的本质和特性、
规律和方法。主要研究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
学发现和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检验和评价，
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思维的
形式、要素和特点；探讨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以及当代科学哲
学的发展趋势。 

张志林教授博导 
黄 翔教授博导 
魏洪钟研究员 
王志伟副教授 

 

2 
科学哲学与认
知科学 

紧跟当代哲学研究最新前沿，关注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的技术进
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之研究及讨论。 

张志林教授博导 
黄 翔教授博导  

3 
科学技术与社
会 

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科学、技术、经济与环
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阐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研究社会诸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与制约；研究科技发展
战略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科技管理理论、科技政策、组织、
开发、技术转让与评价等问题。 

张志林教授博导 
黄 翔教授博导 
魏洪钟研究员 
王志伟副教授 
徐志宏副教授 

 

4 
当代西方知识
论 

关注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试图推进国内关于知识论
的解读、了解。 

黄 翔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PHIL620061 科学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205



·206· 

课 PHIL820015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6 

科学技术哲学前沿问题
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3 科学哲学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5 科技决策与科技管理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24 经济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2 

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
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3 科学社会伦理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4 科学与文化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5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16 科学技术史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6 复杂性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39 分析哲学（全英文授课）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1 当代知识论经典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7 认知科学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1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必读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必读 
3 《资本论》马克思必读 
4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必读 
5 《周易》必读 
6 《科学的社会功能》贝尔纳选读 
7 《历史上的科学》贝尔纳必读 
8 《小科学，大科学》普赖斯选读 
9 《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必读 
10 《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选读 
11 《技术与时间》斯蒂格勒选读 
12 《技术发展简史》乔治·巴萨拉选读 

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
版社等版本 

  

2 

13 《一般系统论》贝塔朗菲选读 
14 《猜想与反驳》波普尔选读 
15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选读 
16 《反对方法》费耶阿本德选读 
17 《海德格尔选集》（下）海德格尔选读 
18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默顿选
读 
19 《科学社会学》默顿选读 
20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维纳选读
21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选读 
22 《自然哲学》黑格尔选读 
23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选读 

商务印书馆系列译本   

3 

24 《知识的力量》齐曼选读 
25 《实验室生活》拉图尔选读 
26 《牛顿研究》科瓦雷选读 
27 《科学与近代世界》怀特海选读 
28 《自然辩证法研究》期刊必读 
29 《自然辩证法通讯》期刊必读 
30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期刊必读 
31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自然辩证法）
必读 
32 《哲学研究》期刊选读 
33 《哲学动态》期刊选读 
34 《哲学评译》期刊选读 
35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选读 
36 Philosophy of Science   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发行   

  

206



·207·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0101Z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及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要求学生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思想流派和基本理论有深入、系统和全面的了解，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外国
哲学和外国哲学史等相关领域有扎实的知识，对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和前沿问题敏感，
并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重要流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做开拓性研究，
成为独立地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学、科研和宣传工作，并在德智体上全面发
展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4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关于跨专业博士生补修哲学硕士课程的规定 
（1）须补修学院指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2）在以下课程中五选二补修：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周易》；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一）。 
（3）补修课程须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可计算学分，但不能替代任何博士课程的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以上或在权威期
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做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自己的理论概括、分析和表达能力。 
3．争取担任杂志、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训练自己的工作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提高组织能力。 
5．根据需要参与本系或其他单位的相关课题研究，提高科研能力。 
6．在以下活动中选一项，并有证明，可计2学分：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协助导师
进行教学工作。 
7．至少听5次学术报告，并有证明，可计1学分；参加各专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并
有证明，可计1学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1）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学位点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格）汇报。 
（2）汇报内容：第一，基础课、专业课学习情况；第二，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
题研究和发表论文情况；第三，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书籍情况，并提供读书笔记；第
四，参加社会实践情况。 
（3）标准：第一，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
绩要在“中”以上；第二，论文写作要完成两篇以上，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
稿；第三阅读与学位相关著作要有具体书目和笔记，阅读数量不少于80万字；第四，
教学实习一次。 
（4）成绩评定方式：在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五
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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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学习阶段 
整个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入学起到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
二阶段：自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起到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止；第三阶段：博士论文
写作阶段。 
2．学分及课程 
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内制定关于该研究生的详细培养方案。
除了系规定的硕士学位基础课和博士学位基础课外，由指导教师和所在学科根据该研
究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等，指定选修科目、规定必修学分。原则上所
修学分不应少于研究生院规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博士研究生必修学分之和的三分之
二。 
3．资格考试 
入学后第四学期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通过硕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一阶段中
期考核进入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入学后第七学期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第
二阶段中期考核进入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 
4．必选学位基础课 
必选硕士学位基础课 
a 选课要求：须在由系指定的以下四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两门，并且须在本专业
指定的学位基础课中再选修一门。 
b 由系指定的四门硕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周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四书》精读 
c 通过三门学位基础课考试，为申请参加硕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必选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 
a 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决议：系的所有博士研究生须在以下五门公共学位基础课中选修
两门。 
b 由系指定的五门公共博士研究生学位基础课为：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学手稿》 
王阳明《传习录》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尼戈马可伦理学》 
c 通过两门指定的博士学位基础课的考试，为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
5．须参加博士学位资格考试。 
通过博士学位资格考试为通过博士阶段中期考核，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必要条件。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选题
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审
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
达到可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学期。 
8．评价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1）符合合格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10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达到优秀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五，与优秀硕士论文的区别点：对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有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把握。
（2）符合良好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合格博士论文的区别点：透彻地阐述了作者对研究课题的独到见解；立论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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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优秀标准的博士论文必须： 
第一，有独到而且论证严密的哲学创见。 
第二，达到良好博士论文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与良好水平博士论文相区别的关键点：论文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全
文论证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立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本课题的研究有实质性的
推进作用。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对本科学的前沿发展和国外最新动态能跟踪研究并有较强的评价能力；在本学科领域
内能作为骨干独立地开展学术研究；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博士
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达到正式出版水平；能在本专业范围内地开设二门以上基础课和
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国外马克思主
义基础理论和
前沿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思考，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和特点、
现代性、全球化、国家功能的新变化、市场社会主义和意识形
态霸权问题等，通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中来加深我们
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 

陈学明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王凤才教授博导 

 

2 
国外马克思主
义最新发展态
势研究 

结合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变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前沿理论，如生态理论、技术批判理论、文化批判理论等。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做跟踪性研究，既研究西方马克
思主义新的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
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等，也研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新的变化和发展，如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这些研究把握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动向和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最新思考，并做出
实事求是的评价。 

陈学明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王凤才教授博导 

 

3 
国外马克思主
义史研究 

认真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认真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正确理解马哲史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史的关系。 

陈学明教授博导 
汪行福教授博导 
王凤才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HIL820002 
马克思《1857-58年经济
学手稿》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3 王阳明《传习录》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06 黑格尔的《逻辑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820012 西方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3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7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
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18 
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及
其当代意义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76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爱欲与文明》）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02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
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22 
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
展动态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23 
分析哲学与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24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
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25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
表人物思想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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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830026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
源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4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否定辩证法》）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5 《资本论》与当代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830046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55 
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精
读（《启蒙辩证法》）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56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59 《资本论》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23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
院选读 
24 《高等学校学报文摘》（文科版）教育部选读 
25 《学术月刊》（上海）上海社联选读 
26 《社会科学》（上海）上海社科院选读 
27 《江海学刊》（南京）江苏社科院选读 
28 《浙江学刊》（杭州）浙江社联选读 
29 《天津社会科学》（天津）天津社联选读 
30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吉林社联选读 
31 《江准论坛》（合肥）安徽社联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2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必读 
2 《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必读 
3 《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必读 
4 《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必读 
5 《否定辩证法》阿多诺必读 
6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
（上、下）俞吾金、陈学明必读 
7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必读 
8 《哲学研究》（期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必读 

著作：人民出版社等相关译本；
期刊：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3 

9 《哲学动态》（期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必读 
10 《世界哲学》（期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必读
11 《马克思主义研究》（期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哲
所必读 
12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期刊·北京）中央马列编译局必
读 
13 《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必读 
14 《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大学必读 
15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必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4 

16 《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选读 
1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8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选读 
19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选读 
20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开大学选读 
21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山大学选读 
22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5 

32 《学术研究》（广州）广东社联选读 
33 《现代哲学》（广州）广东社联选读 
34 《江汉论坛》（武汉）湖北社联选读 
35 《东岳论丛》（济南）山东社联选读 
36 《社会科学辑刊》（西安）陕西社联选读 
37 《求是学刊》（哈尔滨）黑龙江社联选读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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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理论 0302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规范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的系统研究
与学习，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在政治学理论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对政治学理论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在某些专业相关问题上有开拓性研究成
果，能担当政治学理论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的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开办1—2次专题学术讲座，以训练理论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根据学校工作需要，担任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或根据学校工作需要，
参与社会实践或重大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一项），以训练组织能力以及理论分析和概
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面向本专业研究生举
行1至2次公开学术讲座。 
基本要求是：（1）讲座的论题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有一定创见并能作较
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达清晰，逻辑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映进行
考核和打分。 
每位博士生在中期考核之前必须参加校庆学术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至少各1次，
并做专题发言，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进行 
2．方式：包括综合笔试和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点的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
格）汇报。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必须选修《学术规范与伦理》； 
（2）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文章的情况； 
（3）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4）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5）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综合笔试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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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切相关专业理论的应用分析； 
（2）本学科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成果； 
（3）方法论课程相关工具的应用分析。 
3．考核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学术规范与伦理》选修课和跨一级
学科的成绩不低于“中”； 
（2）论文写作不少于一篇，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4）提交不少于5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5）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综合笔试难度适中，能考查学生对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应用分析及其
专业思维能力。 
4．考核形式： 
（1）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
格和不及格），写出评语。 
（2）综合测试，以闭卷笔试的形式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点与理论进行考核，最后评定
成绩。 
根据综合测试与口头书面汇报的结果，由导师组集体讨论，做出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
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学年上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方式：由硕士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
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5）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6）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7）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3．考试标准： 
（1）各门课程的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优秀”不低于50%；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得过奖学金一次以上； 
（4）遵纪守法，得到师生好评； 
（5）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6）提交不少于10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7）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考核教师在报告人汇报基础上讨论写出评语后，由系主任、主管院领导审核后，
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学界现有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确定前必须经由导师指导，进行开题报告和经本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小
组的审核通过；开题报告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第三周进行； 
（3）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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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6）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不少于10万； 
（7）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8）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所在二级学科内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所在一级学科领域内的
其他理论问题有基本了解； 
（3）能够作为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骨干从事并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够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6）能够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地开设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0 政治学理论 

主要研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如国家问题、权力问题、
权利和利益问题以及合法性问题等；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及
其各种理论范式、政治学理论的纵向发展与延伸及横向的理论
构架；提高分析和研究各种政治现象的能力。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1 中国政治研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为背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
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专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政权
巩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社会
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冲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的农村社会；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遗产；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形态的变化；阶级分析与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历
史经验与现实战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变迁；意识形态与社
会运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史考察；知识分子、民主
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民间社会与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发展的现
实基础和战略选择；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对权力分
配的影响；对中国军队政治功能的历史考察与体制考察；中国
政治中的世界因素与中国政治的世界意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2 比较政治 

对各国政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内容有：
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比较，政治机构的架构原理和
知识体系，政治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动力的比较研究，政治统治
和政治管理的机构和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特色
的政治制度和非国家政治体系专题研究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3 政治哲学 
掌握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流派和发展脉络，深入
了解当前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为理论
创新奠定基础。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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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4 政府理论 
研究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不同的结构功能模式对政府体系、
政府过程和政府政策产出的相关影响。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5 比较政治制度 

通过研究经典文献，探讨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传统（即制度精神）和内在的运行机制；通过研究本学科学
术前沿，探讨政治的变迁，把握研究现状；通过自选专题进行
研究，在实践中掌握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6 
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 

研究当代中国的人大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以
及政治体制改革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7 
政治学定性定
量分析 

通过方法论讲授，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18 科研伦理 探讨学术规范与伦理，培养学术职业修养与敬业精神。 林尚立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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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7 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1 
现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史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2 比较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4 
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分
析：理论和方法论的前
沿介绍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2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4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5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6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7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8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9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0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11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12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13 
《学术与政治》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权力论》 

马克斯·韦伯 
罗纳德·奇尔科特 
丹尼斯·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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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权力社会学》 
《权力论》 
《政治社会学》 
《政治人》 
《现代社会冲突》 
《民族国家与暴力》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
学》 
《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民主新论》 
《论民主》 
《使民主运转起来》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现代化的动力》 

罗德里克·马丁 
伯特兰·罗素 
莫里斯·迪韦尔热 
利普塞特 
拉尔夫·达仁道夫 
吉登斯 
罗伯特·米歇尔斯 
丹尼尔·贝尔 
卡尔·曼海姆 
乔·萨托利 
罗伯特·达尔 
罗伯特·帕特南 
塞缪尔·亨廷顿 
布莱克 

  

15 

《公民文化》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政治体系》 
《中国文化要义》 
《孙中山选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的现代化》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
尼·维巴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
里森 
戴维·伊斯顿 
梁漱溟 
 
王亚南 
柯文 
吉尔伯特•罗兹曼 

  

16 

《论语》 
《老子》 
《韩非子》 
《明夷待访录》 
《大同书》 
《新民说》 
《理想国》 
《政治学》 

 
 
 
黄宗羲 
康有为 
梁启超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17 

《忏悔录》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神学政治论》 
《乌托邦》 
《君主论》 
《利维坦》 
《政府论》 
《论法的精神》 
《论平等》 
《社会契约论》 
《法哲学原理》 
《常识》 

圣奥古斯丁 
阿奎那 
斯宾诺莎 
莫尔 
马基雅维里 
霍布斯 
洛克 
孟德斯鸠 
卢梭 
卢梭 
黑格尔 
潘恩 

  

18 

《法国大革命随想录》 
《论美国的民主》 
《联邦党人文集》 
《论自由》 
《代议制政府》 
《权力意志》 
《社会科学方法论》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单向度的人》 
《人的条件》 
《正义论》 

柏克 
托克维尔 
麦迪逊 
约翰·密尔 
约翰·密尔 
尼采 
马克斯·韦伯 
卢卡奇 
海德格尔 
马尔库塞 
汉娜·阿伦特 
罗尔斯 

  

19 

《政治中的理性》 
《通向奴役之路》 
《自由秩序原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辨证理性批判》 
《自然权利与历史》 
《政治的概念》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奥克肖特 
哈耶克 
哈耶克 
波普 
萨特 
列奥·施特劳斯 
卡尔·施密特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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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硕博连读） 030201b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规范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的系统研究
与学习，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在政治学理论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对政治学理论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在某些专业相关问题上有开拓性研究成
果，能担当政治学理论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的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一般
学习年限为三年。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21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开办1—2次专题学术讲座，以训练理论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根据学校工作需要，担任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或根据学校工作需要，
参与社会实践或重大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一项），以训练组织能力以及理论分析和概
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面向本专业研究生举
行1至2次公开学术讲座。 
基本要求是：（1）讲座的论题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有一定创见并能作较
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达清晰，逻辑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映进行
考核和打分。 
每位博士生在中期考核之前必须参加校庆学术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至少各1次，
并做专题发言，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进行 
2．方式：包括综合笔试和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点的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
格）汇报。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必须选修《学术规范与伦理》； 
（2）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文章的情况； 
（3）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4）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5）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综合笔试内容包括： 
（1）密切相关专业理论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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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学科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成果； 
（3）方法论课程相关工具的应用分析。 
 
3．考核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学术规范与伦理》选修课和跨一级
学科的成绩不低于“中”； 
（2）论文写作不少于一篇，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4）提交不少于5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5）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综合笔试难度适中，能考查学生对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应用分析及其
专业思维能力。 
 
4．考核形式： 
（1）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
格和不及格），写出评语。 
（2）综合测试，以闭卷笔试的形式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点与理论进行考核，最后评定
成绩。 
根据综合测试与口头书面汇报的结果，由导师组集体讨论，做出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
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学年上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方式：由硕士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
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5）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6）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7）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3．考试标准： 
（1）各门课程的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优秀”不低于50%；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得过奖学金一次以上； 
（4）遵纪守法，得到师生好评； 
（5）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6）提交不少于10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7）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考核教师在报告人汇报基础上讨论写出评语后，由系主任、主管院领导审核后，
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学界现有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确定前必须经由导师指导，进行开题报告和经本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小
组的审核通过；开题报告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第三周进行； 
（3）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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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不少于10万； 
（7）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8）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所在二级学科内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所在一级学科领域内的
其他理论问题有基本了解； 
（3）能够作为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骨干从事并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够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6）能够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地开设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政治学理论 

主要研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如国家问题、权力问题、
权利和利益问题以及合法性问题等；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及
其各种理论范式、政治学理论的纵向发展与延伸及横向的理论
构架；提高分析和研究各种政治现象的能力。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2 中国政治研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为背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
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专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政权
巩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社会
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冲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的农村社会；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遗产；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形态的变化；阶级分析与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历
史经验与现实战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变迁；意识形态与社
会运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史考察；知识分子、民主
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民间社会与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发展的现
实基础和战略选择；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对权力分
配的影响；对中国军队政治功能的历史考察与体制考察；中国
政治中的世界因素与中国政治的世界意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3 比较政治 

对各国政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内容有：
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比较，政治机构的架构原理和
知识体系，政治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动力的比较研究，政治统治
和政治管理的机构和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特色
的政治制度和非国家政治体系专题研究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219



·220· 

4 政治哲学 
掌握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流派和发展脉络，深入
了解当前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为理论
创新奠定基础。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5 政府理论 
研究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不同的结构功能模式对政府体系、
政府过程和政府政策产出的相关影响。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6 比较政治制度 

通过研究经典文献，探讨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传统（即制度精神）和内在的运行机制；通过研究本学科学
术前沿，探讨政治的变迁，把握研究现状；通过自选专题进行
研究，在实践中掌握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7 
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 

研究当代中国的人大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以
及政治体制改革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8 
政治学定性定
量分析 

通过方法论讲授，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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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9 科研伦理 探讨学术规范与伦理，培养学术职业修养与敬业精神。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OLI620001 
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选
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2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3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OLI620004 中国社会与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6 中国政治名著选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8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专题
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9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1 西方政治名著选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01
0 

公共经济学（硕士）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2 行政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6 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POLI630037 东亚政治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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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务学院 

POLI630044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80 制度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5 观念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8 
区域发展与地方治理前
沿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1 制度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2 
经济学思维方法论（体
系）及其社会科学应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口试  

POLI630132 台湾政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7 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1 
现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史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2 比较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4 
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分
析：理论和方法论的前
沿介绍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2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4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5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6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7 
《学术与政治》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权力论》 

马克斯·韦伯 
罗纳德·奇尔科特 
丹尼斯·朗 

  

8 

《权力社会学》 
《权力论》 
《政治社会学》 
《政治人》 
《现代社会冲突》 
《民族国家与暴力》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
学》 
《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民主新论》 
《论民主》 
《使民主运转起来》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现代化的动力》 

罗德里克·马丁 
伯特兰·罗素 
莫里斯·迪韦尔热 
利普塞特 
拉尔夫·达仁道夫 
吉登斯 
罗伯特·米歇尔斯 
丹尼尔·贝尔 
卡尔·曼海姆 
乔·萨托利 
罗伯特·达尔 
罗伯特·帕特南 
塞缪尔·亨廷顿 
布莱克 

  

9 
《公民文化》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
尼·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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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系》 
《中国文化要义》 
《孙中山选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的现代化》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
里森 
戴维·伊斯顿 
梁漱溟 
 
王亚南 
柯文 
吉尔伯特•罗兹曼 

10 

《论语》 
《老子》 
《韩非子》 
《明夷待访录》 
《大同书》 
《新民说》 
《理想国》 
《政治学》 

 
 
 
黄宗羲 
康有为 
梁启超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11 

《忏悔录》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神学政治论》 
《乌托邦》 
《君主论》 
《利维坦》 
《政府论》 
《论法的精神》 
《论平等》 
《社会契约论》 
《法哲学原理》 
《常识》 
 

圣奥古斯丁 
阿奎那 
斯宾诺莎 
莫尔 
马基雅维里 
霍布斯 
洛克 
孟德斯鸠 
卢梭 
卢梭 
黑格尔 
潘恩 
 

  

12 

《法国大革命随想录》 
《论美国的民主》 
《联邦党人文集》 
《论自由》 
《代议制政府》 
《权力意志》 
《社会科学方法论》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单向度的人》 
《人的条件》 
《正义论》 
 

柏克 
托克维尔 
麦迪逊 
约翰·密尔 
约翰·密尔 
尼采 
马克斯·韦伯 
卢卡奇 
海德格尔 
马尔库塞 
汉娜·阿伦特 
罗尔斯 
 

  

13 

《政治中的理性》 
《通向奴役之路》 
《自由秩序原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辨证理性批判》 
《自然权利与历史》 
《政治的概念》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奥克肖特 
哈耶克 
哈耶克 
波普 
萨特 
列奥·施特劳斯 
卡尔·施密特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14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5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16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7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18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19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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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治制度 0302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以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在政治学理论领域具有深厚的基础，对于政治学理论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
在某些专业相关问题上有开拓性研究成果，能担当政治学理论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
领域工作骨干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开办1-2次专题学术讲座，以训练理论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根据学校工作需要，担任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或根据学校工作需要，
参与社会实践或重大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一项），以训练组织能力以及理论分析和概
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面向本专业研
究生举行1至2次公开学术讲座。 
（2）基本要求：讲座的论题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一定创见并能作较深入的
分析和论证；表达清晰，逻辑严密。 
（3）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映进行考核和打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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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闭卷笔试形式，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
掌握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学界现有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确定前必须经由导师指导，进行开题报告和经本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小
组的审核通过； 
（3）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6）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不少于10万； 
（7）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8）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所在二级学科内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所在一级学科领域内的
其他理论问题有基本了解； 
（3）能够作为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骨干从事并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够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6）能够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地开设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三到四年，在职博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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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政治学理论 

主要研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如国家问题、权力问题、
权利和利益问题以及合法性问题等；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及
其各种理论范式、政治学理论的纵向发展与延伸及横向的理论
构架；提高分析和研究各种政治现象的能力。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2 中国政治研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为背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
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专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政权
巩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社会
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冲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的农村社会；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遗产；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形态的变化；阶级分析与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历
史经验与现实战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变迁；意识形态与社
会运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史考察；知识分子、民主
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民间社会与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发展的现
实基础和战略选择；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对权力分
配的影响；对中国军队政治功能的历史考察与体制考察；中国
政治中的世界因素与中国政治的世界意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3 比较政治 

对各国政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内容有：
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比较，政治机构的架构原理和
知识体系，政治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动力的比较研究，政治统治
和政治管理的机构和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特色
的政治制度和非国家政治体系专题研究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4 政治哲学 
掌握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流派和发展脉络，深入
了解当前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为理论
创新奠定基础。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5 政府理论 
研究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不同的结构功能模式对政府体系、
政府过程和政府政策产出的相关影响。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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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6 比较政治制度 

通过研究经典文献，探讨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传统（即制度精神）和内在的运行机制；通过研究本学科学
术前沿，探讨政治的变迁，把握研究现状；通过自选专题进行
研究，在实践中掌握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7 
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 

研究当代中国的人大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以
及政治体制改革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8 
政治学定性定
量分析 

通过方法论讲授，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9 科研伦理 探讨学术规范与伦理，培养学术职业修养与敬业精神。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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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7 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22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
度史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1 
现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史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2 比较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4 
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分
析：理论和方法论的前
沿介绍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2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4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5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6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7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8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9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0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11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12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13 
《学术与政治》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权力论》 

马克斯·韦伯 
罗纳德·奇尔科特 
丹尼斯·朗 

  

14 

《权力社会学》 
《权力论》 
《政治社会学》 
《政治人》 
《现代社会冲突》 
《民族国家与暴力》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
学》 
《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民主新论》 
《论民主》 
《使民主运转起来》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现代化的动力》 

罗德里克·马丁 
伯特兰·罗素 
莫里斯·迪韦尔热 
利普塞特 
拉尔夫·达仁道夫 
吉登斯 
罗伯特·米歇尔斯 
丹尼尔·贝尔 
卡尔·曼海姆 
乔·萨托利 
罗伯特·达尔 
罗伯特·帕特南 
塞缪尔·亨廷顿 
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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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民文化》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政治体系》 
《中国文化要义》 
《孙中山选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的现代化》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
尼·维巴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
里森 
戴维·伊斯顿 
梁漱溟 
 
王亚南 
柯文 
吉尔伯特•罗兹曼 
 

  

16 

《论语》 
《老子》 
《韩非子》 
《明夷待访录》 
《大同书》 
《新民说》 
《理想国》 
《政治学》 
 

 
 
 
黄宗羲 
康有为 
梁启超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17 

《忏悔录》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神学政治论》 
《乌托邦》 
《君主论》 
《利维坦》 
《政府论》 
《论法的精神》 
《论平等》 
《社会契约论》 
《法哲学原理》 
《常识》 
 

圣奥古斯丁 
阿奎那 
斯宾诺莎 
莫尔 
马基雅维里 
霍布斯 
洛克 
孟德斯鸠 
卢梭 
卢梭 
黑格尔 
潘恩 
 

  

18 

《法国大革命随想录》 
《论美国的民主》 
《联邦党人文集》 
《论自由》 
《代议制政府》 
《权力意志》 
《社会科学方法论》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单向度的人》 
《人的条件》 
《正义论》 
 

柏克 
托克维尔 
麦迪逊 
约翰·密尔 
约翰·密尔 
尼采 
马克斯·韦伯 
卢卡奇 
海德格尔 
马尔库塞 
汉娜·阿伦特 
罗尔斯 
 

  

19 

《政治中的理性》 
《通向奴役之路》 
《自由秩序原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辨证理性批判》 
《自然权利与历史》 
《政治的概念》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奥克肖特 
哈耶克 
哈耶克 
波普 
萨特 
列奥·施特劳斯 
卡尔·施密特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229



·230· 

国际政治 030206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及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品学兼优，掌握坚实的
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深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
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素养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论文三篇以上（与导师合作可为第二作者）； 
（2）在学期间在本科生专业课上讲授２次，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要至少担任导师一个学期的研究助理，每周八个小时；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基
本要求是：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较深入地
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
和打分。 
（2）每位博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10次前沿讲座，并且撰写书面评论。 
（3）每位博士在学期间应争取参加至少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230



·231·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闭卷笔试形式，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
掌握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左右。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
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两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三到四年，在职博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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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欧盟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西欧各国及欧盟的内部政治发展；相关国家和欧盟
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及其比较；它们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陈志敏教授博导 
陈玉刚教授博导 
潘忠岐教授博导 
薄燕教授 

 

2 
中国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理论与制度研究；中国外交历史与现状；
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苏长和教授博导 
肖佳灵副教授  

3 
亚太安全问题
研究 

旨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探讨本地区
主要国家的安全政策取向，分析地区热点问题的成因和发展趋
势，并在理论上予以归纳和总结。在剖析地区安全问题时，注
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突出作用，
本研究方向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给予特别的关注。经过系统
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掌握扎实的亚太国际关系知识，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强的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能力。 

吴心伯教授博导 
唐世平教授博导  

4 
国际政治经济
学 

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史为基础，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
济互动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代表理论，并以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当代国际问题。 

张建新教授博导 
黄河教授  

5 
美国政治与外
交 

通过多（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多元文
献档案资料的进路，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
着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
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美
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以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6 
日本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着重于日本国内政治制
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
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
史演变与特点。 

包霞琴教授 
胡令远教授博导 
贺平副教授 
徐静波教授 

 

7 
宗教与国际关
系研究 

主要借助国际关系和宗教学理论，深入探讨宗教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尤其侧重对国际宗教运动的个案研究，以期形成有本国
特色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8 中美关系研究 

旨在对194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当前中美关
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解剖，探索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
政策的形成机理，认识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揭示双边关系发
展的规律。本方向注重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跟踪和研究，在关注
双边互动过程的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经过
系统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具备扎实的中美关系的基本
知识，有广阔的国际政治的视野，有较强的独立研究的能力。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9 
东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东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东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唐世平教授博导 
郑宇教授博导 
方秀玉教授 

 

10 
军备控制与地
区安全 

主要研究：（1）美国的安全战略，包括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2）进入21 世纪后，核国家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的合作与斗
争（如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全面核禁试问题）；（3）南亚、东
亚和西欧的安全问题。 

沈丁立教授博导  

11 
南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杜幼康教授  

12 国际组织研究 
主要研究：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国家与国
际组织（国际制度等）的关系。 

张贵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07 比较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8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前
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RAD930001 第二外国语（英语） 
大学英语
教学部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2 第二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3 第二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4 第二外国语（德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5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 历史学系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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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语）管理学院 3 21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8 国际战略与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2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02 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4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5 地区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0 美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1 20世纪中国外交史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2 美国亚太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4 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5 
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8 
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19 国际组织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0 宗教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2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3 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4 欧盟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6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7 
当代中日美关系专题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8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5 
中国周边外交历史与现
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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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邓小平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2 《江泽民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3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4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5 《中国外交辞典》 唐家璇主编 必读  
6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 

李慎明主编，刘国平、王立强
副主编 

必读  
7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必读  
8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9 《当代外交学》 陈志敏等 必读  
10 

《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
论》 

俞正樑 必读  
11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 必读  
12 《国际政治理论》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 必读  

13 《权力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 
 

必读  

14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
拉夫著、阎学通等译 

必读  
15 《权力•制度•文化》 秦亚青 必读  
16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楚树龙 必读  
17 《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权力与财富的斗争》 

（美）Thomas D.Lairson, 
David Skidmore主编 

必读  

18 《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利与财富》 
（美）Jeffry. A. Freden David 
A.Lake 主编 

必读  
19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王逸舟主编 必读  
20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 王逸舟著 必读  
21 《国际政治学理论》 梁守德、洪银娴著 必读  
22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23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等著 必读  
24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
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秦亚青 必读  
25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苏长和 必读  
26 《超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型研究》 陈玉刚 必读  
27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潘忠歧 必读  
28 《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必读  
29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必读  
30 《双边外交》 罗松涛 必读  
31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 约翰•罗尔克编著 必读  
32 《新国际关系论》 中西治 必读  
33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 必读  
34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必读  
35 《国际关系精要》 卡伦•明斯特著、潘忠歧译 必读  
36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 必读  
37 《现代外交》 R.P巴斯顿著、赵怀普等译 必读  
38 《外交谈判导论》 

（美）布里杰特•斯塔奇著、陈
志敏等译 

必读  
39 《大外交》 亨利•基辛格 必读  
4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 马士 必读  
43 《晚清外交史》 杨公素 必读  
44 《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杨公素 必读  
45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 谢益显主编 必读  
46 《中国近现代外交制度史》 王立诚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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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王绍坊 必读  
4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陈雁 必读  
49 《国际关系史（1—6卷）》 王绳祖主编 必读  
50 《现代国际关系史》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
明权等著 

必读  
51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时殷弘 必读  
52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 俞正梁等编著 必读  
53 《国际关系史》 刘德斌主编 必读  
5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5 《冷战》 梅森 必读  
5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7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俞正樑等著 必读  
58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2013) 

Tang Shiping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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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全英文学位项目） 030206c  
            
一、 培养目标  

 

The Doctoral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designed to prepar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igorous research 
skills, and profound knowledge of both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vitally important fields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program grants students who fulfill all the requirements a doctoral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l its academic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1 2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Each doctoral student must complete a minimum of 19 credit hours of coursework 
(minimum 9 credits of core coursework, minimum 4 credits of Chinese language 
coursework, minimum 4 credits of elective coursework, and minimum 2 credits 
of independent study course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advisors) and meet 
Fudan University's minimum GPA requirement for a doctoral degree.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Students are examined in the third semester of their study on their 
qualification for being doctoral candidates in the program. The examination 
is based on closed-book exam, among other measures. The exam should co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urrent foreign affairs, etc.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The qualifying exam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who pursue combined master’
s and doctoral study will be the same as regular doctoral students.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Besides completing coursework, each student must write a dissertation and pass 
the oral defense. The dissertations sh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A typical 
dissertation should be around 200 double-spaced pages in length with font of 
12, and it should have an abstrac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 通过训练，获得扎实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外交理论基础； 
2. 获得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系统理论认知，成为某方面中国问题的专家；
3. 能独立开展理论与应用研究，撰写论文与咨询报告； 
4. 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写作能力和软硬件运用的能力； 
 
1. After receiving training in the program, students should gain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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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udents should gain system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issues related to China, and become a China specialist 
in some aspect.  
3.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conduct theoretical and policy research 
independently and write academic papers and policy reports.  
4. Students should have strong abilities of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 writing, 
and us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八、 学习年限  

 学生需全日制学习3年及以上。 
Students should be enrolled full-time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国际政治 

The principal goal of the program is preparing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ith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igorous research skills, and profound knowledge of both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vitally important 
fields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program 
mainly enrolls foreign students, and all its academic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The curriculum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 work in the program center around the 
following thematic a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eat-power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BRICS Stud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Religion, etc. 

陈志敏教授 
陈玉刚教授 
刘永涛教授 
郭定平教授 
宋国友教授 
郑宇教授 
张家栋教授 
唐世平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MAP820005 Individual Stud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EMAP820001 
PhD Program - Research 
Method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820002 
PhD Program -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820003 
PhD Program - Chinese 
Diplomac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P820004 
PhD Program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orie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820006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P620002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6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0 Public Economic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1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2 
Electronic Governance 
and China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3 
Public Management 
Theorie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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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院 

EMAP620024 Chinese Politic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8 
Seminars on Chinese 
Public Management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58 Comparative Politic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59 
Empirical Political 
Theorie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73 Global Public Polic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74 
Policy Analysis and 
Program Evaluation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76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20077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20078 
Global Management 
Ethic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001 
Studies of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14 中国-欧盟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18 中俄关系和俄罗斯政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19 中美关系与美国政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52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53 
公共管理创新、技术整
合与新公共运作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MAP630096 
Chinese Society: Past 
and Present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30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31 
Chinese Language(I) 
Beginning 1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32 
Chinese Language(II) 
Beginning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33 
Chinese Language(III) 
Intermediate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34 
Chinese Language(IV) 
Pre-Advanced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35 
Chinese Language(V) 
Advanced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2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anadian Politic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3 Cross-culture 国际关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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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与公共事
务学院 

EMAP630164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5 

PADM521: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6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China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7 社会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8 
Chinese Language(I) 
Beginning 1 (Part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69 
Chinese Language(II) 
Beginning 2 (Part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70 
Chinese Language(III) 
Intermediate (Part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71 
Chinese Language(IV) 
Pre-Advanced (Part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72 
Chinese Language(V) 
Advanced (Part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76 
Workshop on 
Democratization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177 
Chinese Language(III) 
Pre-Intermediate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78 
Chinese Language(III) 
Pre-Intermediate 
(Part 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92 
Party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9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16 全球事务与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4 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7 东亚政治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2 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European 
Legal Integration 

Alter,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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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硕博连读） 030206d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及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品学兼优，掌握坚实的
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深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
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素养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8 1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论文三篇以上（与导师合作可为第二作者）； 
（2）在学期间在本科生专业课上讲授２次，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要至少担任导师一个学期的研究助理，每周八个小时；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基
本要求是：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较深入地
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
和打分。 
（2）每位博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10次前沿讲座，并且撰写书面评论。 
（3）每位博士在学期间应争取参加至少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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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闭卷笔试形式，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
掌握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0万左右。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
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两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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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欧盟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西欧各国及欧盟的内部政治发展；相关国家和欧盟
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及其比较；它们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陈志敏教授博导 
陈玉刚教授博导 
潘忠岐教授博导 
薄燕教授 

 

2 
中国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理论与制度研究；中国外交历史与现状；
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苏长和教授博导 
肖佳灵副教授  

3 
亚太安全问题
研究 

旨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探讨本地区
主要国家的安全政策取向，分析地区热点问题的成因和发展趋
势，并在理论上予以归纳和总结。在剖析地区安全问题时，注
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突出作用，
本研究方向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给予特别的关注。经过系统
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掌握扎实的亚太国际关系知识，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强的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能力。 

吴心伯教授博导 
唐世平教授博导  

4 
国际政治经济
学 

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史为基础，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
济互动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代表理论，并以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当代国际问题。 

张建新教授博导 
黄河教授  

5 
美国政治与外
交 

通过多（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多元文
献档案资料的进路，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
着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
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美
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以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6 
日本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着重于日本国内政治制
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
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
史演变与特点。 

包霞琴教授 
胡令远教授博导 
贺平副教授 
徐静波教授 

 

7 
宗教与国际关
系研究 

主要借助国际关系和宗教学理论，深入探讨宗教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尤其侧重对国际宗教运动的个案研究，以期形成有本国
特色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8 中美关系研究 

旨在对194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当前中美关
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解剖，探索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
政策的形成机理，认识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揭示双边关系发
展的规律。本方向注重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跟踪和研究，在关注
双边互动过程的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经过
系统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具备扎实的中美关系的基本
知识，有广阔的国际政治的视野，有较强的独立研究的能力。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9 
东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东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东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唐世平教授博导 
郑宇教授博导 
方秀玉教授 

 

10 
军备控制与地
区安全 

主要研究：（1）美国的安全战略，包括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2）进入21 世纪后，核国家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的合作与斗
争（如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全面核禁试问题）；（3）南亚、东
亚和西欧的安全问题。 

沈丁立教授博导  

11 
南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杜幼康教授  

12 国际组织研究 
主要研究：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国家与国
际组织（国际制度等）的关系。 

张贵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OLI620002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3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OLI620015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16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17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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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820007 比较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8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前
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RAD930001 第二外国语（英语） 
大学英语
教学部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2 第二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3 第二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4 第二外国语（德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5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 历史学系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语）管理学院 3 21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0 外交与外事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0 不扩散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2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3 美国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4 日本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5 日本政治与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16 全球事务与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7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9 欧洲政治与经济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1 美国社会与宗教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2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
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3 信息社会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4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5 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7 西方政府原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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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030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2 国际区域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3 国际谈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4 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8 东亚文化概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1 
东亚经济关系与制度比
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2 妇女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3 媒体和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4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5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8 俄罗斯对外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9 中国政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1 恐怖主义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52 
美国对外决策中的国会
和总统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3 美国政治概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4 东亚文明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5 
美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地区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8 中国外交文献选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0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1 出口控制与国家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2 日本经济制度解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3 论文摘要写作指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6 大国政治与中韩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7 金融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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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068 
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
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1 
国际关系方法论(定量
研究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2 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3 贸易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5 国际经营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7 
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方法
（一）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8 国际战略与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0 制度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1 南亚政治经济地缘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2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3 
历史与政治科学:中古
近代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84 
历史与政治科学：古希
腊罗马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86 
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方法
精选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7 中国外交前沿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8 
区域发展与地方治理前
沿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18 认同政治与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19 
欧洲国家对金融危机的
管理应对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0 海洋与当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2 
经济学思维方法论（体
系）及其社会科学应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口试  

POLI630123 世界经济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5 
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
交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6 台湾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7 当代朝鲜政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8 国际发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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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129 主权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0 美国政府与社会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1 
网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3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5 环境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02 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4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5 地区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0 美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1 20世纪中国外交史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12 美国亚太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4 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5 
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8 
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19 国际组织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0 宗教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2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3 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4 欧盟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6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7 
当代中日美关系专题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8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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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830035 
中国周边外交历史与现
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邓小平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2 《江泽民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3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4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5 《中国外交辞典》 唐家璇主编 必读  
6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 

李慎明主编，刘国平、王立强
副主编 

必读  
7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必读  
8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9 《当代外交学》 陈志敏等 必读  
10 

《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
论》 

俞正樑 必读  
11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 必读  
12 《国际政治理论》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 必读  

13 《权力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 
 

必读  

14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
拉夫著、阎学通等译 

必读  
15 《权力•制度•文化》 秦亚青 必读  
16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楚树龙 必读  
17 《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权力与财富的斗争》 

（美）Thomas D.Lairson, 
David Skidmore主编 

必读  

18 《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利与财富》 
（美）Jeffry. A. Freden David 
A.Lake 主编 

必读  
19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王逸舟主编 必读  
20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 王逸舟著 必读  
21 《国际政治学理论》 梁守德、洪银娴著 必读  
22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23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等著 必读  
24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
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秦亚青 必读  
25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苏长和 必读  
26 《超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型研究》 陈玉刚 必读  
27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潘忠歧 必读  
28 《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必读  
29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必读  
30 《双边外交》 罗松涛 必读  
31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 约翰•罗尔克编著 必读  
32 《新国际关系论》 中西治 必读  
33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 必读  
34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必读  
35 《国际关系精要》 卡伦•明斯特著、潘忠歧译 必读  
36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 必读  
37 《现代外交》 R.P巴斯顿著、赵怀普等译 必读  
38 《外交谈判导论》 

（美）布里杰特•斯塔奇著、陈
志敏等译 

必读  
39 《大外交》 亨利•基辛格 必读  
4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 马士 必读  
43 《晚清外交史》 杨公素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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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杨公素 必读  
45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 谢益显主编 必读  
46 《中国近现代外交制度史》 王立诚 必读  
47 《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王绍坊 必读  
4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陈雁 必读  
49 《国际关系史（1—6卷）》 王绳祖主编 必读  
50 《现代国际关系史》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
明权等著 

必读  
51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时殷弘 必读  
52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 俞正梁等编著 必读  
53 《国际关系史》 刘德斌主编 必读  
5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5 《冷战》 梅森 必读  
5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7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俞正樑等著 必读  
58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2013) 

Tang Shiping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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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030207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及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品学兼优，掌握坚实的
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深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
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素养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论文三篇以上（与导师合作可为第二作者）； 
（2）在学期间在本科生专业课上讲授２次，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要至少担任导师一个学期的研究助理，每周八个小时；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基
本要求是：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较深入地
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
和打分。 
（2）每位博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10次前沿讲座，并且撰写书面评论。 
（3）每位博士在学期间应争取参加至少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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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笔试闭卷，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掌握
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1万左右或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
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了解； 
（3）研究课题具有创新性，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并具有第二外语能力； 
（5）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两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三到四年，在职博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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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欧盟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西欧各国及欧盟的内部政治发展；相关国家和欧盟
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及其比较；它们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陈志敏教授博导 
陈玉刚教授博导 
潘忠岐教授博导 
薄燕教授 

 

2 
中国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理论与制度研究；中国外交历史与现状；
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苏长和教授博导 
肖佳灵副教授  

3 
亚太安全问题
研究 

旨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探讨本地区
主要国家的安全政策取向，分析地区热点问题的成因和发展趋
势，并在理论上予以归纳和总结。在剖析地区安全问题时，注
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突出作用，
本研究方向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给予特别的关注。经过系统
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掌握扎实的亚太国际关系知识，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强的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能力。 

吴心伯教授博导 
唐世平教授博导  

4 
国际政治经济
学 

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史为基础，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
济互动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代表理论，并以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当代国际问题。 

张建新教授博导 
黄河教授  

5 
美国政治与外
交 

通过多（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多元文
献档案资料的进路，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
着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
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美
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以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6 
日本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着重于日本国内政治制
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
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
史演变与特点。 

包霞琴教授 
胡令远教授博导 
贺平副教授 
徐静波教授 

 

7 
宗教与国际关
系研究 

主要借助国际关系和宗教学理论，深入探讨宗教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尤其侧重对国际宗教运动的个案研究，以期形成有本国
特色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8 中美关系研究 

旨在对194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当前中美关
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解剖，探索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
政策的形成机理，认识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揭示双边关系发
展的规律。本方向注重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跟踪和研究，在关注
双边互动过程的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经过
系统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具备扎实的中美关系的基本
知识，有广阔的国际政治的视野，有较强的独立研究的能力。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9 
东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东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东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唐世平教授博导 
郑宇教授博导 
方秀玉教授 

 

10 
军备控制与地
区安全 

主要研究：（1）美国的安全战略，包括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2）进入21 世纪后，核国家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的合作与斗
争（如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全面核禁试问题）；（3）南亚、东
亚和西欧的安全问题。 

沈丁立教授博导  

11 
南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杜幼康教授  

12 国际组织研究 
主要研究：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国家与国
际组织（国际制度等）的关系。 

张贵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07 比较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8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前
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RAD930001 第二外国语（英语） 
大学英语
教学部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2 第二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3 第二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4 第二外国语（德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5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 历史学系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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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语）管理学院 3 21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8 国际战略与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2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02 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4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5 地区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0 美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1 20世纪中国外交史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2 美国亚太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4 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5 
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8 
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19 国际组织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0 宗教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2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3 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4 欧盟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6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7 
当代中日美关系专题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8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5 
中国周边外交历史与现
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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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邓小平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2 《江泽民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3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4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5 《中国外交辞典》 唐家璇主编 必读  
6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 

李慎明主编，刘国平、王立强
副主编 

必读  
7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必读  
8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9 《当代外交学》 陈志敏等 必读  
10 

《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
论》 

俞正樑 必读  
11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 必读  
12 《国际政治理论》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 必读  

13 《权力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 
 

必读  

14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
拉夫著、阎学通等译 

必读  
15 《权力•制度•文化》 秦亚青 必读  
16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楚树龙 必读  
17 《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权力与财富的斗争》 

（美）Thomas D.Lairson, 
David Skidmore主编 

必读  

18 《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利与财富》 
（美）Jeffry. A. Freden David 
A.Lake 主编 

必读  
19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王逸舟主编 必读  
20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 王逸舟著 必读  
21 《国际政治学理论》 梁守德、洪银娴著 必读  
22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23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等著 必读  
24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
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秦亚青 必读  
25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苏长和 必读  
26 《超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型研究》 陈玉刚 必读  
27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潘忠歧 必读  
28 《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必读  
29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必读  
30 《双边外交》 罗松涛 必读  
31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 约翰•罗尔克编著 必读  
32 《新国际关系论》 中西治 必读  
33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 必读  
34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必读  
35 《国际关系精要》 卡伦•明斯特著、潘忠歧译 必读  
36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 必读  
37 《现代外交》 R.P巴斯顿著、赵怀普等译 必读  
38 《外交谈判导论》 

（美）布里杰特•斯塔奇著、陈
志敏等译 

必读  
39 《大外交》 亨利•基辛格 必读  
4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 马士 必读  
43 《晚清外交史》 杨公素 必读  
44 《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杨公素 必读  
45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 谢益显主编 必读  
46 《中国近现代外交制度史》 王立诚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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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王绍坊 必读  
4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陈雁 必读  
49 《国际关系史（1—6卷）》 王绳祖主编 必读  
50 《现代国际关系史》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
明权等著 

必读  
51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时殷弘 必读  
52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 俞正梁等编著 必读  
53 《国际关系史》 刘德斌主编 必读  
5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5 《冷战》 梅森 必读  
5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7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俞正樑等著 必读  
58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2013) 

Tang Shiping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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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硕博连读） 030207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及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品学兼优，掌握坚实的
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深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
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的素养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8 1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论文三篇以上（与导师合作可为第二作者）； 
（2）在学期间在本科生专业课上讲授２次，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要至少担任导师一个学期的研究助理，每周八个小时；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基
本要求是：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较深入地
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
和打分。 
（2）每位博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10次前沿讲座，并且撰写书面评论。 
（3）每位博士在学期间应争取参加至少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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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笔试闭卷，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掌握
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1万左右或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
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了解； 
（3）研究课题具有创新性，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并具有第二外语能力； 
（5）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两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256



·257·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欧盟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西欧各国及欧盟的内部政治发展；相关国家和欧盟
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及其比较；它们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陈志敏教授博导 
陈玉刚教授博导 
潘忠岐教授博导 
薄燕教授 

 

2 
中国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理论与制度研究；中国外交历史与现状；
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苏长和教授博导 
肖佳灵副教授  

3 
亚太安全问题
研究 

旨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探讨本地区
主要国家的安全政策取向，分析地区热点问题的成因和发展趋
势，并在理论上予以归纳和总结。在剖析地区安全问题时，注
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突出作用，
本研究方向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给予特别的关注。经过系统
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掌握扎实的亚太国际关系知识，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强的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能力。 

吴心伯教授博导 
唐世平教授博导  

4 
国际政治经济
学 

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史为基础，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
济互动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代表理论，并以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当代国际问题。 

张建新教授博导 
黄河教授  

5 
美国政治与外
交 

通过多（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多元文
献档案资料的进路，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
着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
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美
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以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6 
日本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着重于日本国内政治制
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
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
史演变与特点。 

包霞琴教授 
胡令远教授博导 
贺平副教授 
徐静波教授 

 

7 
宗教与国际关
系研究 

主要借助国际关系和宗教学理论，深入探讨宗教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尤其侧重对国际宗教运动的个案研究，以期形成有本国
特色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8 中美关系研究 

旨在对194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当前中美关
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解剖，探索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
政策的形成机理，认识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揭示双边关系发
展的规律。本方向注重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跟踪和研究，在关注
双边互动过程的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经过
系统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具备扎实的中美关系的基本
知识，有广阔的国际政治的视野，有较强的独立研究的能力。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9 
东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东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东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唐世平教授博导 
郑宇教授博导 
方秀玉教授 

 

10 
军备控制与地
区安全 

主要研究：（1）美国的安全战略，包括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2）进入21 世纪后，核国家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的合作与斗
争（如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全面核禁试问题）；（3）南亚、东
亚和西欧的安全问题。 

沈丁立教授博导  

11 
南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杜幼康教授  

12 国际组织研究 
主要研究：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国家与国
际组织（国际制度等）的关系。 

张贵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OLI620002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3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OLI620015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16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17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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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820007 比较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8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前
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RAD930001 第二外国语（英语） 
大学英语
教学部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2 第二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3 第二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4 第二外国语（德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5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 历史学系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语）管理学院 3 21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0 外交与外事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0 不扩散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2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3 美国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4 日本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5 日本政治与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16 全球事务与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7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19 欧洲政治与经济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1 美国社会与宗教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2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
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3 信息社会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4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5 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27 西方政府原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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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030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2 国际区域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3 国际谈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4 东亚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8 东亚文化概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1 
东亚经济关系与制度比
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2 妇女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3 媒体和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4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5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8 俄罗斯对外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9 中国政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1 恐怖主义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52 
美国对外决策中的国会
和总统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3 美国政治概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4 东亚文明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5 
美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地区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8 中国外交文献选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0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1 出口控制与国家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2 日本经济制度解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3 论文摘要写作指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6 大国政治与中韩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7 金融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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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068 
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
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1 
国际关系方法论(定量
研究2)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2 近现代东北亚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3 贸易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5 国际经营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7 
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方法
（一）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8 国际战略与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0 制度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1 南亚政治经济地缘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2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3 
历史与政治科学:中古
近代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84 
历史与政治科学：古希
腊罗马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86 
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方法
精选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7 中国外交前沿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8 
区域发展与地方治理前
沿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18 认同政治与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19 
欧洲国家对金融危机的
管理应对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0 海洋与当代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2 
经济学思维方法论（体
系）及其社会科学应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口试  

POLI630123 世界经济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5 
中国周边安全与周边外
交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6 台湾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7 当代朝鲜政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128 国际发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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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129 主权理论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0 美国政府与社会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1 
网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3 经济外交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35 环境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02 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4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5 地区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0 美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1 20世纪中国外交史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12 美国亚太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4 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5 
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8 
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19 国际组织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0 宗教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2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3 文化、文明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4 欧盟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6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7 
当代中日美关系专题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8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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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830035 
中国周边外交历史与现
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 必读  
2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必读  
3 《国际关系精要》 卡伦•明斯特著、潘忠歧译 必读  
4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 必读  
5 《现代外交》 R.P巴斯顿著、赵怀普等译 必读  
6 《外交谈判导论》 

（美）布里杰特•斯塔奇著、陈
志敏等译 

必读  
7 《大外交》 亨利•基辛格 必读  
8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9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1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 马士 必读  
11 《晚清外交史》 杨公素 必读  
12 《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杨公素 必读  
13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 谢益显主编 必读  
14 《中国近现代外交制度史》 王立诚 必读  
15 《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王绍坊 必读  
16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陈雁 必读  
17 《国际关系史（1—6卷）》 王绳祖主编 必读  
18 《现代国际关系史》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
明权等著 

必读  
19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时殷弘 必读  
20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 俞正梁等编著 必读  
21 《国际关系史》 刘德斌主编 必读  
2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23 《冷战》 梅森 必读  
2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2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俞正樑等著 必读  
26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2013) 

Tang Shiping 必读  
27 《邓小平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28 《江泽民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29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30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31 《中国外交辞典》 唐家璇主编 必读  
32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 

李慎明主编，刘国平、王立强
副主编 

必读  
33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必读  
34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35 《当代外交学》 陈志敏等 必读  
36 

《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
论》 

俞正樑 必读  
37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 必读  
38 《国际政治理论》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 必读  

39 《权力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 
 

必读  

40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
拉夫著、阎学通等译 

必读  
41 《权力•制度•文化》 秦亚青 必读  
42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楚树龙 必读  
43 《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权力与财富的斗争》 

（美）Thomas D.Lairson, 
David Skidmore主编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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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利与财富》 
（美）Jeffry. A. Freden David 
A.Lake 主编 

必读  
45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王逸舟主编 必读  
46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 王逸舟著 必读  
47 《国际政治学理论》 梁守德、洪银娴著 必读  
48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49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等著 必读  
50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
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秦亚青 必读  
51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苏长和 必读  
52 《超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型研究》 陈玉刚 必读  
53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潘忠歧 必读  
54 《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必读  
55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必读  
56 《双边外交》 罗松涛 必读  
57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 约翰•罗尔克编著 必读  
58 《新国际关系论》 中西治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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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 030208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外交学理论及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品学兼优，
掌握坚实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同时具备系统深入的专深知识，掌握相关学科的知
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第二外语能力，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科学研究
的素养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高层次研究及外事部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论文三篇以上（与导师合作可为第二作者）； 
（2）在学期间在本科生专业课上讲授２次，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在学期间要至少担任导师一个学期的研究助理，每周八个小时；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训练组织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举行一次讲座，
参加对象以本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自愿参加。基
本要求是：讲座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提出一定见解并能作较深入地
分析和论证；表达的思维逻辑要清楚、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应进行考核
和打分。 
（2）每位博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10次前沿讲座，并且撰写书面评论。 
（3）每位博士在学期间应争取参加至少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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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笔试闭卷，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掌握
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前应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10万，加上注释部分要达到11万左右或以上；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
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了解； 
（3）研究课题具有创新性，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并具有第二外语能力； 
（5）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两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7）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地开出两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三到四年，在职博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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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欧盟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西欧各国及欧盟的内部政治发展；相关国家和欧盟
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及其比较；它们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陈志敏教授博导 
陈玉刚教授博导 
潘忠岐教授博导 
薄燕教授 

 

2 
中国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中国外交理论与制度研究；中国外交历史与现状；
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间关系；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苏长和教授博导 
肖佳灵副教授  

3 
亚太安全问题
研究 

旨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探讨本地区
主要国家的安全政策取向，分析地区热点问题的成因和发展趋
势，并在理论上予以归纳和总结。在剖析地区安全问题时，注
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突出作用，
本研究方向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给予特别的关注。经过系统
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掌握扎实的亚太国际关系知识，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有较强的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能力。 

吴心伯教授博导 
唐世平教授博导  

4 
国际政治经济
学 

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史为基础，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
济互动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代表理论，并以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当代国际问题。 

张建新教授博导 
黄河教授  

5 
美国政治与外
交 

通过多（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多元文
献档案资料的进路，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
着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
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美
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以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
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6 
日本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着重于日本国内政治制
度、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与外交决策制定和实施的
关系。不仅侧重于当代问题，也重视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历
史演变与特点。 

包霞琴教授博导 
胡令远教授博导 
贺平副教授 
徐静波教授 

 

7 
宗教与国际关
系研究 

主要借助国际关系和宗教学理论，深入探讨宗教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尤其侧重对国际宗教运动的个案研究，以期形成有本国
特色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徐以骅教授博导  

8 中美关系研究 

旨在对1949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对当前中美关
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解剖，探索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
政策的形成机理，认识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揭示双边关系发
展的规律。本方向注重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跟踪和研究，在关注
双边互动过程的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经过
系统的培养，本专业方向的学生应具备扎实的中美关系的基本
知识，有广阔的国际政治的视野，有较强的独立研究的能力。 

徐以骅教授博导 
吴心伯教授博导 
沈丁立教授博导 
宋国友教授博导 
信强教授博导 
刘永涛教授博导 

 

9 
东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东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东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唐世平教授博导 
郑宇教授博导 
方秀玉教授 

 

10 
军备控制与地
区安全 

主要研究：（1）美国的安全战略，包括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2）进入21 世纪后，核国家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的合作与斗
争（如导弹防御体系问题，全面核禁试问题）；（3）南亚、东
亚和西欧的安全问题。 

沈丁立教授博导  

11 
南亚政治与外
交 

主要研究：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和
过程及其比较；南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 

杜幼康教授  

12 国际组织研究 
主要研究：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国家与国
际组织（国际制度等）的关系。 

张贵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07 比较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8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前
沿探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RAD930001 第二外国语（英语） 
大学英语
教学部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2 第二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3 第二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4 第二外国语（德语） 
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RAD930005 第二外国语（朝鲜语） 历史学系 2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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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语）管理学院 3 21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8 国际战略与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2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02 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4 中美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5 地区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0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0 美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1 20世纪中国外交史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2 美国亚太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4 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5 
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8 
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19 国际组织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0 宗教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2 社会科学哲学导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24 欧盟外交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6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7 
当代中日美关系专题研
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8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5 
中国周边外交历史与现
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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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邓小平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2 《江泽民文选》，1-3卷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必读  
3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4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必读  
5 《中国外交辞典》 唐家璇主编 必读  
6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 

李慎明主编，刘国平、王立强
副主编 

必读  
7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必读  
8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9 《当代外交学》 陈志敏等 必读  
10 

《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21世纪国际关系学导
论》 

俞正樑 必读  
11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 必读  
12 《国际政治理论》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 必读  
13 《权力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 

必读  

14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詹姆斯•多尔蒂、小普法尔茨格
拉夫著、阎学通等译 

必读  
15 《权力•制度•文化》 秦亚青 必读  
16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楚树龙 必读  
17 《国际政治经济学：寻求权力与财富的斗争》 

（美）Thomas D.Lairson, 
David Skidmore主编 

必读  

18 《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利与财富》 
（美）Jeffry. A. Freden David 
A.Lake 主编 

必读  
19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王逸舟主编 必读  
20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 王逸舟著 必读  
21 《国际政治学理论》 梁守德、洪银娴著 必读  
22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必读  
23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等著 必读  
24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
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秦亚青 必读  
25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 苏长和 必读  
26 《超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型研究》 陈玉刚 必读  
27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潘忠歧 必读  
28 《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 张建新 必读  
29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必读  
30 《双边外交》 罗松涛 必读  
31 《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 约翰•罗尔克编著 必读  
32 《新国际关系论》 中西治 必读  
33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 必读  
34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必读  
35 《国际关系精要》 卡伦•明斯特著、潘忠歧译 必读  
36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 必读  
37 《现代外交》 R.P巴斯顿著、赵怀普等译 必读  
38 《外交谈判导论》 

（美）布里杰特•斯塔奇著、陈
志敏等译 

必读  
39 《大外交》 亨利•基辛格 必读  
4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 必读  
4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 马士 必读  
43 《晚清外交史》 杨公素 必读  
44 《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杨公素 必读  
45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 谢益显主编 必读  
46 《中国近现代外交制度史》 王立诚 必读  
47 《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王绍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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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 陈雁 必读  
49 《国际关系史（1—6卷）》 王绳祖主编 必读  
50 《现代国际关系史》 

颜声毅、李幼芬、俞正梁、朱
明权等著 

必读  
51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时殷弘 必读  
52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 俞正梁等编著 必读  
53 《国际关系史》 刘德斌主编 必读  
5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5 《冷战》 梅森 必读  
5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伯里主编 必读  
57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俞正樑等著 必读  
58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2013) 

Tang Shiping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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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硕博连读） 0302Z1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伦理规范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的系统研究
与学习，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在政治学理论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对政治学理论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了解，在某些专业相关问题上有开拓性研究成
果，能担当政治学理论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的高层次专业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2 6   
 学位专业课 7 21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开办1—2次专题学术讲座，以训练理论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根据学校工作需要，担任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或根据学校工作需要，
参与社会实践或重大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一项），以训练组织能力以及理论分析和概
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面向本专业研究生举
行1至2次公开学术讲座。 
基本要求是：（1）讲座的论题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有一定创见并能作较
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达清晰，逻辑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映进行
考核和打分。 
每位博士生在中期考核之前必须参加校庆学术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至少各1次，
并做专题发言，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进行 
2．方式：包括综合笔试和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点的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
格）汇报。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必须选修《学术规范与伦理》； 
（2）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文章的情况； 
（3）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4）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5）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综合笔试内容包括： 
（1）密切相关专业理论的应用分析； 
（2）本学科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成果； 
（3）方法论课程相关工具的应用分析。 

 

270



·271· 

3．考核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学术规范与伦理》选修课和跨一级
学科的成绩不低于“中”； 
（2）论文写作不少于一篇，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4）提交不少于5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5）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综合笔试难度适中，能考查学生对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应用分析及其
专业思维能力。 
4．考核形式： 
（1）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
格和不及格），写出评语。 
（2）综合测试，以闭卷笔试的形式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点与理论进行考核，最后评定
成绩。 
根据综合测试与口头书面汇报的结果，由导师组集体讨论，做出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
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学年上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方式：由硕士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
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5）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6）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7）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3．考试标准： 
（1）各门课程的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优秀”不低于50%；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得过奖学金一次以上； 
（4）遵纪守法，得到师生好评； 
（5）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6）提交不少于10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7）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考核教师在报告人汇报基础上讨论写出评语后，由系主任、主管院领导审核后，
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政治学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或学界现有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确定前必须经由导师指导，进行开题报告和经本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小
组的审核通过；开题报告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第三周进行； 
（3）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5）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资料要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6）论文的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上注释部分不少于10万； 
（7）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8）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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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所在二级学科内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所在一级学科领域内的
其他理论问题有基本了解； 
（3）能够作为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骨干从事并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 
（5）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能够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6）能够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地开设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5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政治学理论 

主要研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如国家问题、权力问题、
权利和利益问题以及合法性问题等；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及
其各种理论范式、政治学理论的纵向发展与延伸及横向的理论
构架；提高分析和研究各种政治现象的能力。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2 中国政治研究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为背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
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专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政权
巩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社会
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冲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的农村社会；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遗产；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形态的变化；阶级分析与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历
史经验与现实战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变迁；意识形态与社
会运动；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史考察；知识分子、民主
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民间社会与中国民主；中国民主发展的现
实基础和战略选择；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对权力分
配的影响；对中国军队政治功能的历史考察与体制考察；中国
政治中的世界因素与中国政治的世界意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3 比较政治 

对各国政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内容有：
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比较，政治机构的架构原理和
知识体系，政治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动力的比较研究，政治统治
和政治管理的机构和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特色
的政治制度和非国家政治体系专题研究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4 政治哲学 
掌握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流派和发展脉络，深入
了解当前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为理论
创新奠定基础。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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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5 政府理论 
研究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不同的结构功能模式对政府体系、
政府过程和政府政策产出的相关影响。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6 比较政治制度 

通过研究经典文献，探讨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传统（即制度精神）和内在的运行机制；通过研究本学科学
术前沿，探讨政治的变迁，把握研究现状；通过自选专题进行
研究，在实践中掌握比较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7 
当代中国政治
制度 

研究当代中国的人大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以
及政治体制改革等。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8 
政治学定性定
量分析 

通过方法论讲授，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方法。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9 科研伦理 探讨学术规范与伦理，培养学术职业修养与敬业精神。 

林尚立教授博导 
陈明明教授博导 
臧志军教授博导 
郭定平教授博导 
洪涛教授博导 
刘建军教授博导 
任军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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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周旺教授博导 
陈云教授博导 
郑长忠副教授 
刘春荣副教授 
李辉副教授 
熊易寒副教授 
韩福国副教授 
桑玉成教授博导 
周志成研究员 
包刚升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OLI620001 
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选
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2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3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OLI620004 中国社会与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6 中国政治名著选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8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专题
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9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1 西方政治名著选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01
0 

公共经济学（硕士）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2 行政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36 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37 东亚政治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44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80 制度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5 观念与治理 国际关系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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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事
务学院 

POLI630088 
区域发展与地方治理前
沿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1 制度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2 
经济学思维方法论（体
系）及其社会科学应用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口试  

POLI630132 台湾政治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17 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1 
现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
史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2 比较政治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3 社会科学研究设计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30034 
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分
析：理论和方法论的前
沿介绍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3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2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3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4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5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6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7 

《学术与政治》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 
《权力论》 
 

马克斯·韦伯 
罗纳德·奇尔科特 
丹尼斯·朗 
 

  

8 

《权力社会学》 
《权力论》 
《政治社会学》 
《政治人》 
《现代社会冲突》 
《民族国家与暴力》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
学》 
《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民主新论》 
《论民主》 
《使民主运转起来》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现代化的动力》 
 

罗德里克·马丁 
伯特兰·罗素 
莫里斯·迪韦尔热 
利普塞特 
拉尔夫·达仁道夫 
吉登斯 
罗伯特·米歇尔斯 
丹尼尔·贝尔 
卡尔·曼海姆 
乔·萨托利 
罗伯特·达尔 
罗伯特·帕特南 
塞缪尔·亨廷顿 
布莱克 
 

  

9 

《公民文化》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政治体系》 
《中国文化要义》 
《孙中山选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在中国发现历史》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
尼·维巴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
里森 
戴维·伊斯顿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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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 
 

王亚南 
柯文 
吉尔伯特•罗兹曼 
 

10 

《论语》 
《老子》 
《韩非子》 
《明夷待访录》 
《大同书》 
《新民说》 
《理想国》 
《政治学》 
 

黄宗羲 
康有为 
梁启超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11 

《忏悔录》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神学政治论》 
《乌托邦》 
《君主论》 
《利维坦》 
《政府论》 
《论法的精神》 
《论平等》 
《社会契约论》 
《法哲学原理》 
《常识》 
 

圣奥古斯丁 
阿奎那 
斯宾诺莎 
莫尔 
马基雅维里 
霍布斯 
洛克 
孟德斯鸠 
卢梭 
卢梭 
黑格尔 
潘恩 
 

  

12 

《法国大革命随想录》 
《论美国的民主》 
《联邦党人文集》 
《论自由》 
《代议制政府》 
《权力意志》 
《社会科学方法论》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单向度的人》 
《人的条件》 
《正义论》 
 

柏克 
托克维尔 
麦迪逊 
约翰·密尔 
约翰·密尔 
尼采 
马克斯·韦伯 
卢卡奇 
海德格尔 
马尔库塞 
汉娜·阿伦特 
罗尔斯 
 

  

13 

《政治中的理性》 
《通向奴役之路》 
《自由秩序原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辨证理性批判》 
《自然权利与历史》 
《政治的概念》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奥克肖特 
哈耶克 
哈耶克 
波普 
萨特 
列奥·施特劳斯 
卡尔·施密特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14 《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5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   
16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7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18 《现代政治分析》 罗伯特·达尔   
19 《学术与政治》 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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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120401  
            
一、 培养目标  

 

贯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培养高层次的公共管理科研人才和实践专
家。经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能熟练地运用理论剖析政治与行政管理现实
问题； 
（2）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高深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专业
的前沿动态，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新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
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如第一外国语不是英语，则必修第二
外国语英语。 
科学研究：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集中精力，在所攻读的专业范围内对某些重
大问题进行研究，写出有分量、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也可参加导师主持的
科研课题。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参照学校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应参加两个星期以上的教学实践或者公共管理
实践。并作好记录和小结，送交指导老师考核和评分。 
（2）博士生在校期间至少听取10次学术报告，并在院系或校级甚至全国性的学术研
讨会、学术沙龙或其他公开学术讨论场合作4次学术报告。并作好记录和小结，送交
指导老师考核和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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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闭卷笔试形式，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
掌握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3）论文的写作建立在对相关文献的大量占有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4）论文结构安排合理，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 
（5）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 
（6）论文反映出的较为扎实的专业学术功底和理论修为； 
（7）论文评价等级在评定表中以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四个等级之一出现； 
（8）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3─4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以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检验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1）篇数：至少三篇； 
（2）字数：每篇6千字以上； 
（3）规范：学术科研类的文章； 
（4）主题：公共管理方面的； 
（5）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或大型报刊的理论栏（版）。 

 

八、 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三到四年，在职博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公共行政理论 
重点研究现代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的理论，以行政体制改革与
政府治理现代化为研究主线，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
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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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2 比较公共行政 
以行政理论比较和行政实践比较为主线，着重研究欧美等国的
公共行政理论比较、公共政策比较、政策工具比较，以及金砖
五国的公共行政体系比较，中外公共政策评价体系比较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3 中国公共行政 
以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公共行
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与治理，城市治理与发展，公共财政体
制，非营利组织管理、电子治理与危机管理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4 公共人力资源 

以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政党、群团组织、国有企业、
社会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涉及公共服务或国际治理的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实践及制度建设为对象，着重研究中国公务员
管理（包括港澳台地区）、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社会组织
人力资源发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行为规范与职业伦理，以及
国际公务员制度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09 当代中国行政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0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6 公共行政的艺术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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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院 

POLI630121 制度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2 公共经济学（博士）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6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7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8 公共管理前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2 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迈耶、布鲁德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 
韦尔奇、科默 
技术与应用 

  

4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B•盖伊•彼得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 

艾伦·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迈耶、布鲁德尼：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韦尔奇、科默：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
应用 
米勒、萨尔金德：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 
袁卫、庞皓、曾五一：统计学 
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 
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华夏出版社，2005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 

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
社区 
拉塞尔•M•林登 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
南 
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杰伊•M•沙夫里茨：公共行政导论 
罗伯特•B•登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 
米切尔•K•林德尔：应急管理概论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 
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简•E•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
度创新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唐纳德•E•克林纳等：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与战略 
珍妮特•V•登哈特等：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
不是掌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 
特里•L•库珀 ：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
的途径 
达霖•格里姆赛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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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伯克利等：公共管理的技巧（第九版） 
约翰•L•米克塞尔：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 
詹姆斯•S•鲍曼等：职业优势：公共服务中的技能
三角 
西奥多•H•波伊斯特： 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
效考评——方法与应用 
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政府改革手
册：战略与工具 
加里•尤克尔著：组织领导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 

罗伯特•T•戈伦比威斯基： 组织发展案例：环境、
行为与组织变革 
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 公共行政学：概念与
案例 
T•赞恩•里夫斯：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 
保罗•C•莱特著 持续创新：打造自发创新的政
府和非营利组织 
戴维•H•罗森布鲁姆： 公共行政学：管理、
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麦克尔•巴兹雷： 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
景 
帕特里夏•基利： 公共部门标杆管理：突破政府
绩效的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马克•G•波波维奇：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公共
管理实用指南 
史蒂文•科恩：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实践指南 
史蒂文•科恩：新有效公共管理者 
爱伦•鲁宾：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 
保罗•C•纳特：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 
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limate Poli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Government And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3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4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Policy And Politics  
 Policy Sciences  
 Policy Stud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5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SSCI 
SS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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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SCI 
SSCI 
SS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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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硕博连读） 120401a  
            
一、 培养目标  

 

贯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培养高层次的公共管理科研人才和实践专
家。经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能熟练地运用理论剖析政治与行政管理现实
问题； 
（2）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高深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专业
的前沿动态，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新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
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如第一外国语不是英语，则必修第二
外国语英语。 
科学研究：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集中精力，在所攻读的专业范围内对某些重
大问题进行研究，写出有分量、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也可参加导师主持的
科研课题。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7 18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参照学校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应参加两个星期以上的教学实践或者公共管理
实践。并作好记录和小结，送交指导老师考核和评分。 
（2）博士生在校期间至少听取10次学术报告，并在院系或校级甚至全国性的学术研
讨会、学术沙龙或其他公开学术讨论场合作4次学术报告。并作好记录和小结，送交
指导老师考核和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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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闭卷笔试形式，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
掌握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3）论文的写作建立在对相关文献的大量占有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4）论文结构安排合理，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 
（5）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 
（6）论文反映出的较为扎实的专业学术功底和理论修为； 
（7）论文评价等级在评定表中以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四个等级之一出现； 
（8）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3─4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以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检验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1）篇数：至少三篇； 
（2）字数：每篇6千字以上； 
（3）规范：学术科研类的文章； 
（4）主题：公共管理方面的； 
（5）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或大型报刊的理论栏（版）。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公共行政理论 

重点研究现代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的理论，以行政体制改革与
政府治理现代化为研究主线，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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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2 比较公共行政 
以行政理论比较和行政实践比较为主线，着重研究欧美等国的
公共行政理论比较、公共政策比较、政策工具比较，以及金砖
五国的公共行政体系比较，中外公共政策评价体系比较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3 中国公共行政 
以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公共行
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与治理，城市治理与发展，公共财政体
制，非营利组织管理、电子治理与危机管理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4 公共人力资源 

以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政党、群团组织、国有企业、
社会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涉及公共服务或国际治理的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实践及制度建设为对象，着重研究中国公务员
管理（包括港澳台地区）、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社会组织
人力资源发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行为规范与职业伦理，以及
国际公务员制度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OLI620001 
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选
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3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2 行政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3 政府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9 行政学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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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事
务学院 

学位专业
课 

POLI620025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7 当代中国行政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8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9 当代中国行政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0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9 公共管制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0 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4 
公共管理创新与移动政
务专题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6 公共行政的艺术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80 制度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3 
历史与政治科学:中古
近代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84 
历史与政治科学：古希
腊罗马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5 观念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9 地方政府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91 城市政治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1 中国公务员制度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2 基层政府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3 危机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4 非政府组织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5 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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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30106 中国政府法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7 
政府绩效评估与战略管
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8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10 公共选择行为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11 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12 
公共行政学定量研究方
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1 制度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4 Urban Polic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2 公共经济学（博士）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830036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7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8 公共管理前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马克•G•波波维奇：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公共
管理实用指南 
史蒂文•科恩：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实践指南 
史蒂文•科恩：新有效公共管理者 
爱伦•鲁宾：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 
保罗•C•纳特：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 
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3 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迈耶、布鲁德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 
韦尔奇、科默 
技术与应用 

  

5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B•盖伊•彼得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 
罗伯特•T•戈伦比威斯基： 组织发展案例：环境、
行为与组织变革 
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 公共行政学：概念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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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T•赞恩•里夫斯：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 
保罗•C•莱特著 持续创新：打造自发创新的政
府和非营利组织 
戴维•H•罗森布鲁姆： 公共行政学：管理、
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麦克尔•巴兹雷： 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
景 
帕特里夏•基利： 公共部门标杆管理：突破政府
绩效的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limate Poli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Government And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9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0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Policy And Politics  
 Policy Sciences  
 Policy Stud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1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2 

艾伦·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迈耶、布鲁德尼：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韦尔奇、科默：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
应用 
米勒、萨尔金德：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 
袁卫、庞皓、曾五一：统计学 
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 
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华夏出版社，2005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3 

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
社区 
拉塞尔•M•林登 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
南 
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杰伊•M•沙夫里茨：公共行政导论 
罗伯特•B•登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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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K•林德尔：应急管理概论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 
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简•E•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唐纳德•E•克林纳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与战略 
珍妮特•V•登哈特等：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
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5 

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达霖•格里姆赛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乔治•伯克利等：公共管理的技巧（第九版） 
约翰•L•米克塞尔：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 
詹姆斯•S•鲍曼等：职业优势：公共服务中的技能
三角 
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
——方法与应用 
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政府改革手
册：战略与工具 
加里•尤克尔著：组织领导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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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1204Z3  
            
一、 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全面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通过对公
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知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与伦理等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
系统研究与学习，培养高层次的公共政策专家，经过培养，合格的博士研究生应达到
以下要求： 
（1）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能熟练地运用理论剖析现实问题； 
（2）精通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专业的前沿动态，具有独立从
事本学科创新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
有较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如第一外国语不是英语，则必修
第二外国语英语。 
（4）能独立开展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导师指导下，在所攻读的专业
范围内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也应参加导师
主持的科研课题。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学术实践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以上或权
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2）在学期间开办1—2次专题学术讲座，以训练理论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根据学校工作需要，担任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或根据学校工作需要，
参与社会实践或重大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一项），以训练组织能力以及理论分析和概
括能力。 
（二）学术活动 
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理论问题，面向本专业研究生举
行1至2次公开学术讲座。 
基本要求是：（1）讲座的论题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有一定创见并能作较
深入的分析和论证；（3）表达清晰，逻辑严密。根据准备的讲稿和听众的反映进行
考核和打分。 
每位博士生在中期考核之前必须参加校庆学术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至少各1次，
并做专题发言，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周进行 
2．方式：包括综合笔试和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点的全体指导教师口头和书面（表
格）汇报。 
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必须选修《学术规范与伦理》； 
（2）进校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文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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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4）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5）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综合笔试内容包括： 
（1）密切相关专业理论的应用分析； 
（2）本学科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成果； 
（3）方法论课程相关工具的应用分析。 
3．考核标准： 
（1）公共基础课（政治，外语）学位专业课、《学术规范与伦理》选修课和跨一级
学科的成绩不低于“中”； 
（2）论文写作不少于一篇，并已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4）提交不少于5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5）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6）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综合笔试难度适中，能考查学生对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与应用分析及其
专业思维能力。 
4．考核形式： 
（1）在口头和书面汇报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
格和不及格），写出评语。 
（2）综合测试，以闭卷笔试的形式对本专业相关知识点与理论进行考核，最后评定
成绩 
根据综合测试与口头书面汇报的结果，由导师组集体讨论，做出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
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学年上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方式：由硕士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并经过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
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5）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的情况，并提交读书笔记； 
（6）听取学术讲座的情况； 
（7）参加校庆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报告会的情况；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的情况。 
3．考试标准： 
（1）各门课程的成绩均应在“良”以上，其中“优秀”不低于50%； 
（2）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3）得过奖学金一次以上； 
（4）遵纪守法，得到师生好评； 
（5）已阅读的与所攻读学位相关的文献目录及所作的读书笔记的数量，提交不少于5
篇读书笔记，其中不少于1篇为阅读本专业全英文著作所撰写的英文读书笔记，并得
到考核小组认可； 
（6）提交不少于10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讲座报告，其中不少于2篇是听取全英文讲座后
用英文撰写的讲座报告； 
（7）参加不少于1次校庆研讨会和不少于1次其他学术报告会，并做专题报告，提交
报告纲要； 
（8）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志愿者行动不少于一次，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考核教师在报告人汇报基础上讨论写出评语后，由系主任、主管院领导审核后，
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3）论文的写作建立在对相关文献的大量占有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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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文结构安排合理，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 
（5）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 
（6）论文反映出的较为扎实的专业学术功底和理论修为； 
（7）论文评价等级在评定表中以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四个等级之一出现； 
（8）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3─4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以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检验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1）篇数：至少三篇； 
（2）字数：每篇6千字以上； 
（3）规范：学术科研类的文章； 
（4）主题：公共管理方面的； 
（5）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或大型报刊的理论栏（版）。 

 

八、 学习年限  
 博士生学制为三到四年，在职博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公共政策分析 

着重研究现代国家治理的战略方针与理念，公共决策体制设计
的宪政原理，公共决策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公共政策规
划与分析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主体观念，致力于政策过程研究
与政策分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2 比较公共政策 

以政策理论比较和政策实践比较为主线，着重研究欧美等国的
公共政策理论比较、社会政策比较、政策工具比较，以及金砖
国家的公共政策体系比较、公共政策内涵比较，中外公共政策
评价体系比较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3 中国公共政策 

以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公共政
策决策体制、决策过程特色、决策模式和风格、政策执行的影
响因素、政策评估的一般方法，政策文化与公共政策，民意与
公共政策的制定，价值伦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一般性
的问题。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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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10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2 公共经济学（博士）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6 公共行政的艺术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1 制度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9 当代中国行政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6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7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8 公共管理前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2 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迈耶、布鲁德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 
韦尔奇、科默 
技术与应用 

  

4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B•盖伊•彼得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5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马克•G•波波维奇：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公共
管理实用指南 
史蒂文•科恩：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实践指南 
史蒂文•科恩：新有效公共管理者 
爱伦•鲁宾：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 
保罗•C•纳特：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 
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8 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迈耶、布鲁德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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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 
韦尔奇、科默 
技术与应用 

  

10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B•盖伊•彼得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 

罗伯特•T•戈伦比威斯基： 组织发展案例：环境、
行为与组织变革 
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 公共行政学：概念与
案例 
T•赞恩•里夫斯：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 
保罗•C•莱特著 持续创新：打造自发创新的政
府和非营利组织 
戴维•H•罗森布鲁姆： 公共行政学：管理、
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麦克尔•巴兹雷： 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
景 
帕特里夏•基利： 公共部门标杆管理：突破政府
绩效的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3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limate Poli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Government And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4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5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Policy And Politics  
 Policy Sciences  
 Policy Stud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6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7 

艾伦·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迈耶、布鲁德尼：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韦尔奇、科默：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
应用 
米勒、萨尔金德：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 
袁卫、庞皓、曾五一：统计学 
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 

华夏出版社，2005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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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18 

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
社区 
拉塞尔•M•林登 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
南 
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杰伊•M•沙夫里茨：公共行政导论 
罗伯特•B•登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 
米切尔•K•林德尔：应急管理概论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 
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9 

简•E•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
度创新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唐纳德•E•克林纳等：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与战略 
珍妮特•V•登哈特等：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
不是掌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0 

特里•L•库珀 ：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
的途径 
达霖•格里姆赛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乔治•伯克利等：公共管理的技巧（第九版） 
约翰•L•米克塞尔：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 
詹姆斯•S•鲍曼等：职业优势：公共服务中的技能
三角 
西奥多•H•波伊斯特： 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
效考评——方法与应用 
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政府改革手
册：战略与工具 
加里•尤克尔著：组织领导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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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硕博连读） 1204Z3b  
            
一、 培养目标  

 

贯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培养高层次的公共管理科研人才和实践专
家。经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能熟练地运用理论剖析政治与行政管理现实
问题； 
（2）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高深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专业
的前沿动态，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新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
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如第一外国语不是英语，则必修第二
外国语英语。 
科学研究：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集中精力，在所攻读的专业范围内对某些重
大问题进行研究，写出有分量、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也可参加导师主持的
科研课题。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7 18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参照学校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应参加两个星期以上的教学实践或者公共管理
实践。并作好记录和小结，送交指导老师考核和评分。 
（2）博士生在校期间至少听取10次学术报告，并在院系或校级甚至全国性的学术研
讨会、学术沙龙或其他公开学术讨论场合作4次学术报告。并作好记录和小结，送交
指导老师考核和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启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确保
本院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质量，特制订本办法。把博士研究生专业考试纳入中期考核的
范围，使其成为中期考核的主要环节，并结合学校规定的中期考核的其他要求，全面、
严格地培养博士研究生。对少数未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个别在学校
规定的中期考核其他有关方面未达到要求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校规定的政策，坚决
予以淘汰。博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后，方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
程序。 
中期考核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 
1．时间：第三学期初（即博士第二年第一学期）。 
2．内容： 
笔试：专业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综合基础知识，主要是两门专业学位课程的内容，包括
课程阅读书目和任课教师的讲课。 
3．形式： 
笔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三小时。 
4．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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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由教师匿名阅卷，百分制为准。对被判定专业考试不及格的试卷，由学院组织
三位具有相应资格的教师进行复查。在中期考核的专业考试中如不及格，给予补考一
次。如补考仍不及格，以中期考核未通过论处，取消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资格。 
5．在笔试的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等级（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写出评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关于选拔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文件精神，结合本院的实际，贯彻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特制订本办法。 
1．时间：一般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为宜。 
2．申请资格： 
根据学校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资格的规定，本院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必修课的成绩无“中”，而且“优”多于“良”。 
（2）硕士研究生的英语通过成绩为“良”或“良”以上。 
（3）中期考核被评定为“合格”或“合格”以上。 
（4）提交三篇本人认为能够反映自己水平的论文，其中至少有一篇已发表。 
（5）获得奖学金一次以上。 
（6）遵纪守法，获得师生好评。 
3．考核方式：笔试结合面试。 
笔试：通过资格审核后的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博，须经过专业综合知识考试。考试
采取闭卷笔试形式，时间为三小时。笔试的内容是检查对本专业三门核心课程内容的
掌握程度。 
面试：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向学位点教师集体听取申请人的口头和书面汇报。汇报内容
包括： 
（1）公共基础课，学位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情况； 
（3）获得奖励情况； 
（4）在遵纪守法方面的表现情况。 
4．考核小组根据口试结果，结合申报资格条件的考察、专业综合知识笔试成绩，并
听取考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研究生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提出提前攻博的
名单，报请有关的系主任审核，最后由学院予以确定，报研究生院批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 
（2）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3）论文的写作建立在对相关文献的大量占有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4）论文结构安排合理，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 
（5）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 
（6）论文反映出的较为扎实的专业学术功底和理论修为； 
（7）论文评价等级在评定表中以优秀、良好、合格或不合格四个等级之一出现； 
（8）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3─4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以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检验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1）篇数：至少三篇； 
（2）字数：每篇6千字以上； 
（3）规范：学术科研类的文章； 
（4）主题：公共管理方面的； 
（5）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或大型报刊的理论栏（版）。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5年）  
九、 其他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作用，并发挥博
士点梯队的集体指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跨学科，跨专业的培养方式，以利于进一步扩
大知识面。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公共行政理论 
重点研究现代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的理论，以行政体制改革与
政府治理现代化为研究主线，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
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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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2 比较公共行政 
以行政理论比较和行政实践比较为主线，着重研究欧美等国的
公共行政理论比较、公共政策比较、政策工具比较，以及金砖
五国的公共行政体系比较，中外公共政策评价体系比较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3 中国公共行政 
以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公共行
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与治理，城市治理与发展，公共财政体
制，非营利组织管理、电子治理与危机管理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4 公共人力资源 

以政府、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政党、群团组织、国有企业、
社会企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涉及公共服务或国际治理的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实践及制度建设为对象，着重研究中国公务员
管理（包括港澳台地区）、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社会组织
人力资源发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行为规范与职业伦理，以及
国际公务员制度等。 

竺乾威教授博导 
陈晓原教授博导 
周帆副教授 
顾丽梅教授博导 
李春成教授博导 
唐贤兴教授博导 
朱春奎教授博导 
李瑞昌教授 
扶松茂副教授 
敬乂嘉教授博导 
唐亚林教授博导 
苟燕楠教授博导 
郑磊副教授 
刘淑华副教授 
陈水生副教授 
唐莉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POLI620001 
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选
读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03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2 行政学理论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3 政府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9 行政学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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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院 

学位专业
课 

POLI620025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7 当代中国行政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8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0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12 公共经济学（博士）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82001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
级）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20040 学术伦理与规范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69 公共管制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70 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4 
公共管理创新与移动政
务专题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76 公共行政的艺术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80 制度经济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5 观念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OLI630089 地方政府比较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91 城市政治与政策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1 中国公务员制度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2 基层政府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3 危机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4 非政府组织管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5 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6 中国政府法制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7 
政府绩效评估与战略管
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08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 国际关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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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事
务学院 

POLI630110 公共选择行为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1 制度与治理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4 Urban Policy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1 比较政治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2 比较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9 当代中国行政研究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6 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7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38 公共管理前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 
马克•G•波波维奇：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公共
管理实用指南 
史蒂文•科恩：政府全面质量管理：实践指南 
史蒂文•科恩：新有效公共管理者 
爱伦•鲁宾：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 
保罗•C•纳特：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 
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3 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迈耶、布鲁德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应用 
韦尔奇、科默 
技术与应用 

  

5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B•盖伊•彼得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 

罗伯特•T•戈伦比威斯基： 组织发展案例：环境、
行为与组织变革 
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 公共行政学：概念与
案例 
T•赞恩•里夫斯：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案例 
保罗•C•莱特著 持续创新：打造自发创新的政
府和非营利组织 
戴维•H•罗森布鲁姆： 公共行政学：管理、
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麦克尔•巴兹雷： 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
景 
帕特里夏•基利： 公共部门标杆管理：突破政府
绩效的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SS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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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limate Policy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Government And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9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0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Policy And Politics  
 Policy Sciences  
 Policy Stud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1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SSCI 
 

  

12 

艾伦·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迈耶、布鲁德尼：公共管理中的应用统计学 
韦尔奇、科默：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
应用 
米勒、萨尔金德：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 
袁卫、庞皓、曾五一：统计学 
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 
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华夏出版社，2005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3 

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
社区 
拉塞尔•M•林登 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
南 
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杰伊•M•沙夫里茨：公共行政导论 
罗伯特•B•登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 
米切尔•K•林德尔：应急管理概论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 
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简•E•芳汀： 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
度创新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唐纳德•E•克林纳等：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与战略 
珍妮特•V•登哈特等：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
不是掌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5 特里•L•库珀 ：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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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 
达霖•格里姆赛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乔治•伯克利等：公共管理的技巧（第九版） 
约翰•L•米克塞尔：公共财政管理：分析与应用 
詹姆斯•S•鲍曼等：职业优势：公共服务中的技能
三角 
西奥多•H•波伊斯特： 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
效考评——方法与应用 
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政府改革手
册：战略与工具 
加里•尤克尔著：组织领导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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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法学理论 030101  

            
一、 培养目标  

 

法学理论博士点的培养目标是以培养法学理论的学者、高校教学人员以及政法系统的
研究专家为主要目标，因此今后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服务的适应面，包括： 
法理学-法哲学学者、大学法理学-法哲学教师，还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
关研究室的专家，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政法领导干部、治国理政人才。 
因此，博士生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包括： 
1、必须具备法律职业精神、伦理、品格和素养。 
2、对法律、社会、人生有充分的认识和经验，爱人民，爱社会，爱生活。 
3、专业水平达到法学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 
4、有知识复合、能力复合的综合素质，能够应对复杂的法律与社会问题。 
5、身心健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应当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每学期至少4次，多多益善，考核方式是填写学
术活动内容及体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
向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递交书面汇报。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4、考试形式：原则上书面标准审核，必要时与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
优（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
考试委员会无记名打分，平均成绩良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
为合格，该委员会应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
划，经导师审核后交博士生秘书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
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
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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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
应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创造性的见解，
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受到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能够独立开展法学学术研究，对法学理论的一个具体
领域全面掌握国内外学界最新动态，有独到研究和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门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够撰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三篇符合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人）的
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行）； 
6、博士学位申请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时，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
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绩点达到2.0以上（不含2.0）。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法理学 
本研究方向重点研究法的一般理论，特色在于包括公法理论、
司法理论、程序理论、法律职业理论以及法律方法等。对于推
进转型期中国法治、进行司法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孙笑侠教授博导 
侯健教授博导 
张光杰副教授 

 

2 法律社会学 
本研究方向重点研究法律与社会发展的理论。特色在于法治社
会发展理论、司法社会学、法律经济学等。对于中国社会的法
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孙笑侠教授博导 
张建伟教授博导 
张光杰副教授 

 

3 西方法哲学 
本研究方向重点研究西方法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特色在于研究
美国现实主义司法哲学、德国法哲学。对于借鉴西方法律思想，
促进我国法治变革具有意义。 

孙笑侠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25 当代中国社会法理问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38 当代西方法理学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830009 民法解释学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9 法律经济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现代西方法理学》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法治秩序的建构》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程序的法理》 
《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下卷 
《法律解释问题》 
《民法解释学》 

沈宗灵，北大出版社 
张文显，法律出版社 
季卫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朱苏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孙笑侠，商务印书馆05版 
吕世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梁治平，法律出版社98年版 
梁慧星，中国政法大学95年版 

  

2 
《法律解释操作分析》 
《裁判的进路与方法》 
《法辩》 

张志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陈林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梁治平：贵州人民出版社。 

  

3 《法律是什么》 刘星：广东旅游出版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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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概念的起源》 
《走向权利的时代》 
《论生存权》 
《西方法学史》 

政法大学出版社。 
夏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夏勇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徐显明，《中国社会科学》。 
何勤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修订版）。 

4 

《刑事审判原理论》 
《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 
《表达自由的法理》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 
《法律与革命》 

陈瑞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新民，山东人民出版社。 
侯健，上海三联书店 
何怀宏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韦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伯尔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5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认真对待权利》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概念》 
《法律帝国》 
《当代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导论》 

泰格、利维，学林出版社。 
德沃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庞德，商务印书馆。 
哈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德沃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考夫曼法律出版社。 

  

6 

《法学方法论》 
《认真对待权利》 
《规训与惩罚》 
《惩罚与责任》 
《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 

拉仑兹，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德沃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福柯，三联书店。 
哈特等华夏出版社。 
德沃金上海人民出版社。 
 

  

7 

《道德与法律理论的疑问》， 
《正义论》 
《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二卷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 

波斯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哈耶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彼得斯坦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8 
《法律的原则》 
《中国法律文化导论——法治的东方经验》 
等等，不限于此。 

贝勒斯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何意志李中华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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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 030102  
            
一、 培养目标  

 

博士生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包括： 
1、必须具备法律职业精神、伦理、品格和素养。 
2、对法律、社会、人生有充分的认识和经验，爱人民，爱社会，爱生活。 
3、专业水平达到法学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 
4、有知识复合、能力复合的综合素质，能够应对复杂的法律与社会问题。 
5、身心健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并由法学院安排，从事本专业方向9学时以上教学实践；
或从事1个月以上涉外法律事务实习（包括律师事务所、公司、政府机关、法院），
取得所在实习单位的书面评价；； 
（2）在学期间，与导师合作或在其指导下，独立承担一部分课题研究工作； 
（3）参加1-2次本专业方向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并递交论文； 
（4）至少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 
（5）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
向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递交书面汇报。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4、考试形式：原则上书面标准审核，必要时与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
优（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
考试委员会无记名打分，平均成绩良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
为合格，该委员会应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
划，经导师审核后交博士生秘书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
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
学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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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
应有较大的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创造性的见解，
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受到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能够独立开展法学学术研究，对法学理论的一个具体
领域全面掌握国内外学界最新动态，有独到研究和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门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够撰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三篇符合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人）的
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行）； 
6、博士学位申请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时，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
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绩点达到2.0以上（不含2.0）。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国法律史 

研究中国法制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建设中国特
色法治国家提供历史经验 

郭建教授博导  

2 外国法律史 
研究以欧美为主的外国法制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中
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赵立行教授博导  

3 比较法律史 
研究不同法系不同发展轨迹、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归纳法律
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 

王志强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20 比较法的方法与课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20024 法律史研究方法与课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LAW820032 近代大陆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33 英美法研究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5 中国财产法史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导师会在上课时指定相关文献 导师会在上课时指定相关文献 

导师会在上课时指定相
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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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3  
            
一、 培养目标  

 

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培养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治
学严谨，系统掌握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基本理论，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前沿研究信息和学
术发展趋势，精通研究方向的基本原理及相关实践；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能力，学位
论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能够成为宪法学与行政学教学、
研究或司法、行政工作的优秀高级专门人才，树立科学的宪政观，有助于法治意识和
社会正义的养成。 
学制一般为3年，在职博士生一般为4年，最低修满18学分。第一学年基本修满学分，
学位论文写作不少于2年。特别优秀者可提前毕业和申请学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公共选修课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并由法学院安排，从事本专业方向9学时以上的教学实
践，或从事1个月以上法律事务实习（包括国家机关、律师事务所、公司），取得所
在实习单位的书面评价； 
（2）在学期间，与导师合作或在其指导下，独立承担一部分科研工作； 
（3）参加1-2次本专业方向重要学术会议，并递交论文； 
（4）至少在学校规定的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 
（5）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在毕业论文写作期间，就论文主题作1-2次学术讲座，要求事先准备1万字以上
的中文论文，达到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可公开发表的水准；报告时间至少20分钟；  
（2）在学期间，参加8次以上本专业方向的前沿讲座，提交2篇相关论文； 
（3）本专业方向的专题讨论班上作6次以上主题发言或读书笔记 
（4）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选题应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开题
报告须在第三学期初向导师提出并经同意。然后经本专业博士论文初审委员会（由本
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书面审核及口头论证，通过后方可正式进入写
作。开题报告至少1万字，包括论文题目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说明、前人研究
情况、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介绍、参考文献目录（含充分的外文文献）、论文
写作的具体步骤。 
（2）论文应密切结合本专业，尤其是各方向研究的发展和国内外重大理论与实践，
充分体现预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争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论文包括基础理
论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年，正文字数10万至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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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
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参加答辩（一般推
迟半年，最多一年），经推迟仍未通过者，由研究生院作肄业处理。在论文正式答辩
前1个半月须完成论文全部写作，并符合研究生院及本专业规定的所有形式要求。 
（5）论文的评分等级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答辩时间不少于80分钟。 
优良：论文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体现该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填
补国内同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论述透彻，资料翔
实，文笔流畅，部分章节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或全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水准；
合格：论文选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前沿性，写作规范，基本达到
公开发表或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受到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能够独立开展法学学术研究，对法学理论的一个具体
领域全面掌握国内外学界最新动态，有独到研究和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门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够撰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三篇符合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人）的
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行）； 
6、博士学位申请人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时，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
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绩点达到2.0以上（不含2.0）。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宪法学 

本方向主要研究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宪法学的框架，重
视对当代中国宪法制度的具体研究以及宪法实施问题的探讨。
特色在于突出研究宪法实施在当代中国宪法学中的意义。本方
向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以及对宪法学原理的掌握水平和运用能
力。 

刘志刚教授博导 
董茂云教授博导  

2 比较宪法学 

本方向主要研究比较宪法学基本原理及其代表性宪法制度的比
较，重视对比较宪法学发展趋势以及现代国家宪政制度独特性
的研究。本研究方向的特色体现在比较宪法学的原理教学过程
之中，全面把握现代国家宪法制度形成、发展以及革新的过程。

潘伟杰教授博导 
王蔚副教授  

3 行政法学 

本方向主要研究行政法学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和解决中国现
实行政法治问题，重视对行政法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本研究
方向的特色体现在涉外行政法与金融行政法域问题的研究。其
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行政法学理论素养以及运用行政法学理论
及其制度框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朱淑娣教授博导  

4 人权法学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人权法的宪政基础以及现代人权法学说的
迁演历程，重视对现代国家人权保障制度的研究。本研究方向
的特色体现在人权保障对于现代国家宪政价值实现意义的研
究。培养学生对人权理论以及人权实践的掌握水平，树立具有
说服力的现代人权观。 

董茂云教授博导 
潘伟杰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09 比较宪法学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6 比较行政法学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7 宪法学原理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LAW830022 宪法学经典文献精读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40 涉外经济行政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41 中国宪法学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42 中国行政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 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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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版。 

2 （美）泰格等：《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3 （美）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 

张丙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年
版 

  

4 （美）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5 （美）B. 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版。 

  

6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
史》， 

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7 （美）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何希奇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版。 

  

8 （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版。 

  

9 （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10 
（美）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
解读》， 

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11 （美）E•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   
12 （英）伯克：《自由与传统》， 

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版。 

  

13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版。 

  
14 （英）埃尔佛•詹宁斯：《英国议会》， 蓬勃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5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6 （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阎克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17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 
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3
年。 

  

18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浪潮》， 

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版 

  

19 
（美）凯斯•R•孙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
用》 

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20 （美）凯斯•R•桑斯坦：《偏颇的宪法》， 
宋华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1 （英）K•C•惠尔：《现代宪法》， 
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
版。 

  
22 （美）阿兰•罗森鲍姆等：《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23 （美）W•I•詹宁斯：《法与宪法》， 

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
版。 

  
24 （美）埃尔斯特等：《宪政与民主》， 潘勤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5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 周勇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6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版。 

  
27 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8 许崇德：《许崇德全集》，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
版。 

  
29 沈宗灵：《比较宪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 李昌道：《美国宪法史稿》， 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31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 

  

32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33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发展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 胡建淼：《比较行政法》，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5 何勤华：《西方法学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版。 

  
36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37 李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38 徐显明：《人权法原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版。 

  

39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中国法学》杂志 
《法学研究》杂志 
《新华文摘》杂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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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 030105  
            
一、 培养目标  

 

应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本专业特点以及今后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适
应面等；硕士生、博士生应分开阐述 
（1）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能够学以致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系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与各研究方向所必备的基础理论，熟悉本专业前
沿研究成果，精通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具有理论创新和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的能力，
能够撰写并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初步具备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高等法律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国际法学专
业教学或研究工作，亦可成为国际组织、政府机关、司法部门或企业的高级涉外法律
专业人才。 
（3）身体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并由法学院安排，从事本专业方向9学时以上教学实践；
或从事1个月以上涉外法律事务实习（包括律师事务所、公司、政府机关、法院），
取得所在实习单位的书面评价； 
（2）在学期间，与导师合作或在其指导下，独立承担一部分课题研究工作； 
（3）参加1-2次本专业方向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并递交论文； 
（4）至少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 
（5）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硕博连读须经书面综合考试，由导师协调命题）。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
向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递交书面汇报。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4、考试形式：原则上书面标准审核，必要时与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
优（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
考试委员会无记名打分，平均成绩良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
为合格，该委员会应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
划，经导师审核后交博士生秘书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
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
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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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选题应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开题
报告须在第三学期初向导师提出并经同意。然后经本专业博士论文初审委员会（由本
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书面审核及口头论证，通过后方可正式进入写
作。开题报告至少1万字，包括论文题目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说明、前人研究
情况、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介绍、参考文献目录（含充分的外文文献）、论文
写作的具体步骤。 
（2）论文应密切结合本专业，尤其是各方向研究的发展和国内外重大国际法理论与
实践，充分体现预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争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论文包括
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年，正文字数10万至15万。 
（4）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
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参加答辩（一般推
迟半年，最多一年），经推迟仍未通过者，由研究生院作肄业处理。在论文正式答辩
前1个半月须完成论文全部写作，并符合研究生院及本专业规定的所有形式要求。 
（5）论文的评分等级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答辩时间不少于80分钟。 
优良：论文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体现该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填
补国内同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论述透彻，资料翔
实，文笔流畅，部分章节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或全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水准；
合格：论文选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前沿性，写作规范，基本达到
公开发表或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宽厚的专业知识，修满学分，且平均成绩为良以上，非国际法专业硕士生毕
业者，须补修国际法研究、民商法研究、比较法研究三门课，成绩合格，这是从事本
专业各方向研究的基础。 
（2）能够独立从事专题研究，具有承担校一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能力，在学期间须至
少参加1-2项研究课题，撰写3-5篇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在法学核心期
刊上发表。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可以运用外文撰写专业
论文，有流利的中外文口头表达能力，以外文作20分钟学术报告，并掌握计算机运用
技术。 
（4）具有很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两门以上本专业方向的本
科课程。 
（5）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法学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民法总论 

（1）民法解释学 
（2）民事主体制度 
（3）法律行为制度 
 

刘士国教授博导  

2 
侵权责任法与
医事法 

（1）侵权责任法 
（2）医事法 

刘士国教授博导  

3 商法 

（1）商法原理 
（2）公司法 
（3）票据法 
（4）破产法 
（5）保险法 

胡鸿高教授博导  

4 比较商法 
（1）英美民商法 
（2）日本民商法 

季立刚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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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08 民法专题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9 商法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830009 民法解释学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10 侵权责任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11 医事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13 商法学前沿问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24 比较商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中国民法学精萃各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 中国商法学精萃各卷 机械工业出版社   
3 中国经济法学精萃各卷 机械工业出版社   
4 王泽鉴《中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刘心隐主编《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1－5辑， 法律出版社，1998年-2001年。   
7 《法学研究》编辑部《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8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其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   
9 

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各
篇， 

法律出版社，2013年。   

10 
吕静《人类思想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导读》，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   
11 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3年。   
13 

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
判法律运动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 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5 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 法律出版社，1991年。   
16 赵新华主编《票据法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2年。   
17 尹田《物权法理论评价与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 崔建远《准物权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3年。   
19 梁慧星《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   
20 史尚宽《民法总论》、《债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21 梅仲协《民法要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2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3年。   
23 史探径等《民法学研究综述》，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24 ［美］科宾《科宾论合同》上、下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25 ［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26 ［美］格瑞尔德等《哲学与侵权行为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1年。   
28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
法》上、下卷， 

法律出版社，2001年。   

29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30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2003年。   
31 ［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32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33 ［英］罗伯特•伊斯特《社会保障法》，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年。 

  

34 ［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35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商务印书馆，1996年。   
36 ［法］雅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   

313



·314· 

37 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8年。   
38 刘士国《中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39 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0 张建伟《转型、变法与比较法律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1 

《为民法而奋斗——梁慧星教授70华诞祝寿文
集》， 

法律出版社，2014年。   
42 刘士国《科学的自然法观与民法解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43 《遵循科学的自然法》，本书编委会编， 法律出版社，2014年。   
44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全四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45 刘士国等《侵权责任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   
46 

刘士国主编《医事法专题研究从书》，王康、王
森波、满洪杰、齐晓霞、李燕等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至今。
已出版5部。 

  
47 张新宝等《大规模侵权法律对策研究》， 法律出版社，2011年。   
48 《西方国家公司法原理》，沈四宝著， 法律出版社，2006年。   
49 《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 法律出版社，2004年。   
50 [德]福克斯著《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 法律出版社，2006年。   
51 [德]弗卢梅著《法律行为》，迟颖译， 法律出版社，2013年。   
52 [日]五十岚清著《人格权法》，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3 

[俄]E.A.苏哈诺夫主编《俄罗斯民法》，黄道秀
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全4册。 

  
54 《法国民法典》（上、下册），罗结珍译， 法律出版社，2005年。   
55 [美]约翰逊著《美国侵权法》，赵秀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56 

［德］莱塞尔著《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
高旭军等译， 

法律出版社，2005年。   

57 
［英］艾利斯•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
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58 
[美]罗伯塔•罗曼诺《公司法基础》（第二版），
罗培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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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 030106  
            
一、 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社会公共道德，思想解
放，富有开拓创新精神，治学严谨，系统掌握诉讼法基本理论，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前
沿研究信息，精通研究方向的立法、判例、学说；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学位论文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能够成为法学教学、研究或司法、行政
工作的优秀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实践、学术活动、前沿讲座等）4学分 
补修课（未修过法学硕士学位基础课应选修3门，不计入学分） 
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民法学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
向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递交书面汇报。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考试形式：原则上书面标准审核，必要时与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优
（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考
试委员会无记名打分，平均成绩良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为
合格，该委员会应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划，
经导师审核后交博士生秘书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建
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
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选题应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开题
报告须在第三学期初向导师提出并经同意。然后经本专业博士论文初审委员会（由本
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书面审核及口头论证，通过后方正式进入写作，
开题报告至少1万字，包括论文题目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说明、研究现状情况、
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介绍、参考文献书目（含充分的外文文献）、论文写作的

 

315



·316· 

具体步骤。 
（2）论文应密切结合本专业，尤其是各方向研究的发展和国内外重大理论与实践，
充分体现预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争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论文包括基础理
论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年，字数不少于12万字。 
（4）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
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时，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参加答辩（一般
推迟半年，最多一年），经推迟仍未通过者，由研究生院作肄业处理。 
（5）论文的评分等级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答辩时间不少于180分钟。 
优良：论文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体现该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填
补国内同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论述透彻，资料翔
实，文笔流畅，部分章节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或全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水准。
有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者为优秀。有较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者为良好。 
合格：论文选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前沿性，写作规范，基本达到
公开发表或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宽厚的专业知识，修满学分，成绩优良。 
（2）能够独立从事专题研究，具有承担校一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能力，在学期间须至
少参加1-2项研究课题，撰写3-5篇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在法学核心期
刊上发表。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有流利的中外文口头表
达能力，以外文作20分钟学术报告，并掌握计算机运用技术。 
（4）具有很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两门以上本专业方向的本
科课程。 
（5）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
修改达到专著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民事诉讼法 

（1）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2）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章武生教授博导  

2 刑事诉讼法 
（1）刑事诉讼基本理论 
（2）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谢佑平教授博导  

3 刑事司法 
（1）刑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 
（2）刑事政策 

陈浩然教授博导 
汪明亮教授博导 
杜宇教授博导 

 

4 证据法 
（1）证据法基本理论 
（2）证据法法律制度 

马贵翔教授博导  

5 
外国民事诉讼
法 

（1）两大法系民诉基本理论 
（2）两大法系民诉主要制度 

段厚省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12 国际刑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18 外国民事诉讼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20019 诉讼法学原理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1 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20022 证据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20023 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LAW830026 刑事政策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1 裁判方法及其哲学基础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32 民事司法比较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33 证据法比较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34 刑事司法比较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44 刑法社会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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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陈业宏等《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 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 （台）三民书局1996年版   
3 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 （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   
4 胡伟《司法政治》， 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   
5 那思陆等《中国司法制度史》， 

（台北）国立空中大学2001年
版 

  

6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7 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8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 

  

9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 
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4年版 

  

10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 
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7年版 

  

11 
[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与未
来的民事诉讼》， 

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2 [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 
王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
版 

  

13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年版 

  

14 
P. 诺内特、P. 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
会：迈向回应型法》， 

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4年 

  

15 
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
析》， 

张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5年 

  

16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 
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8年 

  

17 [英]P•S•阿蒂亚著《法律与现代社会》， 
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 

  

18 
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著《美国民事诉
讼法导论》， 

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9 [美]马丁•梅耶著《美国律师》， 
胡显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0 R. M.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吴玉章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 

  

2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9年 

  
22 王泽鉴《中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3 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3年   
24 ［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25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26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2003年   
27 ［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28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2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商务印书馆，1996年   
30 ［法］雅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   

  

317



·318· 

诉讼法学（硕博连读） 030106a  
            
一、 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社会公共道德，思想解
放，富有开拓创新精神，治学严谨，系统掌握诉讼法基本理论，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前
沿研究信息，精通研究方向的立法、判例、学说；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学位论文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能够成为法学教学、研究或司法、行政
工作的优秀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0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实践、学术活动、前沿讲座等）4学分 
补修课（未修过法学硕士学位基础课应选修3门，不计入学分） 
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民法学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
向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递交书面汇报。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考试形式：原则上书面标准审核，必要时与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优
（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考
试委员会无记名打分，平均成绩良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为
合格，该委员会应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划，
经导师审核后交博士生秘书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建
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
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选题应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开题
报告须在第三学期初向导师提出并经同意。然后经本专业博士论文初审委员会（由本
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书面审核及口头论证，通过后方正式进入写作，
开题报告至少1万字，包括论文题目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说明、研究现状情况、
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介绍、参考文献书目（含充分的外文文献）、论文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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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 
（2）论文应密切结合本专业，尤其是各方向研究的发展和国内外重大理论与实践，
充分体现预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争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论文包括基础理
论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年，字数不少于12万字。 
（4）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
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时，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参加答辩（一般
推迟半年，最多一年），经推迟仍未通过者，由研究生院作肄业处理。 
（5）论文的评分等级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答辩时间不少于180分钟。 
优良：论文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体现该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填
补国内同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论述透彻，资料翔
实，文笔流畅，部分章节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或全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水准。
有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者为优秀。有较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者为良好。 
合格：论文选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前沿性，写作规范，基本达到
公开发表或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宽厚的专业知识，修满学分，成绩优良。 
（2）能够独立从事专题研究，具有承担校一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能力，在学期间须至
少参加1-2项研究课题，撰写3-5篇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在法学核心期
刊上发表。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有流利的中外文口头表
达能力，以外文作20分钟学术报告，并掌握计算机运用技术。 
（4）具有很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两门以上本专业方向的本
科课程。 
（5）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
修改达到专著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民事诉讼法 

（1）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2）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章武生教授博导  

2 刑事诉讼法 
（1）刑事诉讼基本理论 
（2）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谢佑平教授博导  

3 刑事司法 
（1）刑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 
（2）刑事政策 

陈浩然教授博导  

4 证据法 
（1）证据法基本理论 
（2）证据法法律制度 

马贵翔教授博导  

5 
外国民事诉讼
法 

（1）两大法系民诉基本理论 
（2）两大法系民诉主要制度 

段厚省教授博导  

6 民事诉讼法 
（1）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2）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章武生教授博导  

7 刑事诉讼法 
（1）刑事诉讼基本理论 
（2）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谢佑平教授博导  

8 刑事司法 
（1）刑法学基本理论和制度 
（2）刑事政策 

陈浩然教授博导 
汪明亮教授博导 
杜宇教授博导 

 

9 证据法 
（1）证据法基本理论 
（2）证据法法律制度 

马贵翔教授博导  

10 
外国民事诉讼
法 

（1）两大法系民诉基本理论 
（2）两大法系民诉主要制度 

段厚省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LAW620002 比较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3 宪法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6 程序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7 刑事政策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LAW620032 犯罪学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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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LAW620035 外国民事诉讼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71 中国刑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12 国际刑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19 诉讼法学原理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1 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2 证据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23 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07 比较刑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29 国际刑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31 证据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26 刑事政策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1 裁判方法及其哲学基础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2 民事司法比较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3 证据法比较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34 刑事司法比较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44 刑法社会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陈业宏等，商务印书馆2000年
版 

  
2 陈业宏等《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 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 （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   
4 那思陆等《中国司法制度史》， 

（台北）国立空中大学2001年
版 

  

5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6 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 

  

8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年版 

  

9 
P. 诺内特、P. 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
会：迈向回应型法》， 

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4年 

  

10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 
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8年 

  

11 [英]P•S•阿蒂亚著《法律与现代社会》， 
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 

  

12 
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著《美国民事诉
讼法导论》， 

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3 [美]马丁•梅耶著《美国律师》， 
胡显耀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14 R. M. 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吴玉章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 

  

15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9年 

  
16 王泽鉴《中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18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2003年   
19 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 （台）三民书局1996年版   
20 胡伟《司法政治》， 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版   
21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 

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4年版 

  

22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 
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7年版 

  

23 
[意]莫诺•卡佩莱蒂等《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与未
来的民事诉讼》， 

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4 [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 
王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
版 

  
25 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 张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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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社，2005年 

26 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 法律出版社，2003年   
27 ［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28 ［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29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3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商务印书馆，1996年   
31 ［法］雅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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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30108  
            
一、 培养目标  

 

（应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本专业特点及基本学习年限，以及今后为国家建设
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适应面等；硕士生、博士生应分开阐述) 
培养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社会公共道德，思想解
放，富有开拓创新精神，治学严谨，系统掌握环境法基本理论，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前
沿研究信息，精通研究方向的立法、判例、学说；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学位论文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初步掌握第二门外语；毕业后能够成为法学教
学、研究或司法、行政工作的优秀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实践、学术活动、前沿讲座等）4学分 
补修课（未修过法学硕士学位基础课应选修3门，不计入学分） 
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行政法学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向
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口头汇报，并接受提问。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4、考试形式：书面标准审核和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优（85-100分），
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考试委员会无记名
打分，平均成绩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为合格，该委员会应
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划，经导师审核后交
博士生秘书处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建议研究生院作
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选题应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开题
报告须在第三学期初向导师提出并经同意。然后经本专业博士论文初审委员会（由本
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书面审核及口头论证，通过后方正式进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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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至少1万字，包括论文题目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说明、研究现状情况、
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介绍、参考文献书目（含充分的外文文献）、论文写作的
具体步骤。 
（2）论文应密切结合本专业，尤其是各方向研究的发展和国内外重大环境法理论与
实践，充分体现预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争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论文包括
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年，字数不少于12万字。 
（4）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
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时，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参加答辩（一般
推迟半年，最多一年），经推迟仍未通过者，由研究生院作肄业处理。 
（5）论文的评分等级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答辩时间不少于180分钟。 
优良：论文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体现该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填
补国内同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论述透彻，资料翔
实，文笔流畅，部分章节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或全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水准。
有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者为优秀。有较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者为良好。 
合格：论文选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前沿性，写作规范，基本达到
公开发表或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宽厚的专业知识，修满学分，成绩优良。 
（2）能够独立从事专题研究，具有承担校一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能力，在学期间须至
少参加1-2项研究课题，撰写3-5篇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在法学核心期
刊上发表。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有流利的中外文口头表
达能力，以外文作20分钟学术报告，并掌握计算机运用技术。 
（4）具有很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两门以上本专业方向的本
科课程。 
（5）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
修改达到专著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环境法总论 
（1）环境法基本原则研究 
（2）环境法基本制度研究 
（3）环境法典编纂研究 

张梓太教授博导  

2 气候变化法 
（1）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研究 
（2）减缓性立法研究 
（3）适应性立法研究 

张梓太教授博导  

3 环境侵权法 
（1）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 
（2）外国环境法律制度研究 

段匡教授博导  

4 
自然保护与生
态安全法律与
政策 

（1）自然保护与生态安全法律 
（2）自然保护与生态安全政策 

陈家宽教授博导  

5 能源法 
（1）能源立法研究 
（2）能源法比较研究 

王文革教授博导  

6 环境诉讼法 
（1）环境民事诉讼研究 
（2）环境刑事诉讼研究 
（3）环境行政诉讼研究 

陈乃蔚教授硕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28 环境法总论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830038 当代西方法理学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820030 国际环境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43 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跨一级学
科 

LAW830012 物权法专题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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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 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陈泉生著：《环境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 陈泉生、张梓太著：《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 吕忠梅著：《环境法》，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7 汪劲编著：《日本环境法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 叶俊荣著：《环境政策与法律》， 台湾月旦出版公司   
9 高家伟著：《欧洲环境法》， 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   
10 马骧聪主编：《国际环境法导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版。 

  
11 欧阳鑫、窦玉珍著：《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 海洋出版社1994年版。   
12 夏友富著：《国际环保法规与中国对外开放》，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13 [法]亚历山大•基斯著：《国际环境法》， 

张若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14 
[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著：《公平地对待未来
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 

汪劲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
版。 

  
15 [日]原田尚彦著：《环境法》， 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6 [日]岸根卓朗著：《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17 [日]饭岛伸子著：《环境社会学》， 
包智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1999年版。 

  

18 [美]蕾切尔•卡逊著：《寂静的春天》， 
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9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
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20 钱易、唐孝炎主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1 张梓太著：《环境法论》，  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22 张梓太著：《环境法律责任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3 张梓太主编：《环境纠纷处理前沿问题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 张梓太主编：《环境资源法学》，  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25 张梓太主编：《自然资源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 张梓太等著：《环境法法典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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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 030109  
            
一、 培养目标  

 

应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本专业特点以及今后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适
应面等；硕士生、博士生应分开阐述 
（1）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能够学以致用，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系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与各研究方向所必备的基础理论，熟悉本专业前
沿研究成果，精通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具有理论创新和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的能力，
能够撰写并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初步具备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高等法律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国际法学专
业教学或研究工作，亦可成为国际组织、政府机关、司法部门或企业的高级涉外法律
专业人才。 
（3）身体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并由法学院安排，从事本专业方向9学时以上教学实践；
或从事1个月以上涉外法律事务实习（包括律师事务所、公司、政府机关、法院），
取得所在实习单位的书面评价；； 
（2）在学期间，与导师合作或在其指导下，独立承担一部分课题研究工作； 
（3）参加1-2次本专业方向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并递交论文； 
（4）至少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3篇以上学术论文； 
（5）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硕博连读须经书面综合考试，由导师协调命题）。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第三学期末之前进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填写培养手册待考核内容，由博士生秘书审核学习成绩和发
表论文的情况，由导师审核参加学术活动和作学术讲座的情况，然后，由博士生本人
向综合考试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递交书面汇报。 
3、标准： 
（1）修满规定学分，平均成绩良以上，需补修者已基本完成补修课程，成绩合格； 
（2）已在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或已经得到刊用通知，并已完成2篇以上论
文，向法学核心或权威期刊投稿； 
（3）已初步完成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并经导师同意。 
（4）已用外文作1次学术报告，参加过5次以上前沿学术讲座。 
4、考试形式：原则上书面标准审核，必要时与面试相结合。综合考试成绩等级为：
优（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分以下）。由综合
考试委员会无记名打分，平均成绩良为通过，可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平均成绩仅
为合格，该委员会应规定改进期限，该博士生须在综合考试后1周内提出书面改进计
划，经导师审核后交博士生秘书备查，如在规定期限未完成者，由该委员会讨论决定，
建议研究生院作退学处理；不合格者不允许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并建议研究生院作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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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学校人才工程二期选拔办法，选拔后参加学院当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选题应具有科学性、开拓性和创新性；开题
报告须在第三学期初向导师提出并经同意。然后经本专业博士论文初审委员会（由本
专业全体博士生导师及有关教授组成）书面审核及口头论证，通过后方可正式进入写
作。开题报告至少1万字，包括论文题目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说明、前人研究
情况、论文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介绍、参考文献目录（含充分的外文文献）、论文
写作的具体步骤。 
（2）论文应密切结合本专业，尤其是各方向研究的发展和国内外重大国际法理论与
实践，充分体现预期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前沿性，争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论文包括
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年，正文字数10万至15万。 
（4）论文答辩之前两个月必须通过本专业论文预审委员会（由本专业全体博士生导
师及有关教授组成）的预答辩，经限期修改后，仍未通过，应推迟参加答辩（一般推
迟半年，最多一年），经推迟仍未通过者，由研究生院作肄业处理。在论文正式答辩
前1个半月须完成论文全部写作，并符合研究生院及本专业规定的所有形式要求。 
（5）论文的评分等级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答辩时间不少于80分钟。 
优良：论文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充分体现该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填
补国内同领域研究的某些空白；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严密，论述透彻，资料翔
实，文笔流畅，部分章节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或全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水准；
合格：论文选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前沿性，写作规范，基本达到
公开发表或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宽厚的专业知识，修满学分，且平均成绩为良以上，非国际法专业硕士生毕
业者，须补修国际法研究、民商法研究、比较法研究三门课，成绩合格，这是从事本
专业各方向研究的基础。 
（2）能够独立从事专题研究，具有承担校一级以上研究课题的能力，在学期间须至
少参加1-2项研究课题，撰写3-5篇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其中至少3篇在法学核心期
刊上发表。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可以运用外文撰写专业
论文，有流利的中外文口头表达能力，以外文作20分钟学术报告，并掌握计算机运用
技术。 
（4）具有很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两门以上本专业方向的本
科课程。 
（5）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法学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修改达到专著出版的水平。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国际公法 

（1）国际法原理，包括近现代国际法学说、当代国际法走向及
其理论研究； 
（2）WTO与国际法，包括WTO体制，尤其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
国际法理论、WTO规则与中国实施的理论与实践。 

张乃根教授博导师 
龚柏华教授博导 
马忠法教授博导 
陆志安副教授 

 

2 
国际贸易与知
识产权法 

（1）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原理； 
（2）传统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 
（3）全球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 
（4）TRIPS协议与中国实施机制研究； 
（5）国际技术转让的理论与实践。 

张乃根教授博导 
马忠法教授博导  

3 国际经济法 

（1）国际经济法理论； 
（2）国际贸易法，包括国际货物贸易法、国际服务贸易法、国
际贸易支付法； 
（3）国际投资法； 
（4）国际海关法 
（5）国际税法； 
（6）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孙南申教授博导 
何力教授博导 
陈力教授博导 
王伟教授 
高凌云教授 
陆志安副教授 
梁咏副教授 

 

4 国际金融法 （1）国际金融机构法律制度； 龚柏华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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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国金融活动与国际监管合作； 
（3）国际融资活动法律问题。 

王伟教授 
高凌云教授 

5 国际私法 

（1）国际私法理论； 
（2）冲突法与中国司法实践，尤其突出法律适用的研究特色，
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3）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孙南申教授博导师 
陈力教授博导 
梁咏副教授 

 

6 海商法 
（1）海上货物运输法； 
（2）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法。 

陈梁教授博导 
王伟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LAW820001 国际法理论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02 现代国际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04 国际私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20005 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820015 海事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00 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02 国际金融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04 冲突法与中国司法实践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27 国际海关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海洋自由论》英文版 格劳修斯 必读  
2 《捕获法》（选节）英文版 格劳修斯 必读  
3 《战争与和平法》（选节）英文版 格劳修斯 必读  
4 《永久和平论》中、英文版 康德 必读  
5 《国际法：政治与价值》中、英文版 亨金 必读  
6 《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中、英文版 詹宁斯、瓦茨 必读  
7 《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问题》（第4版）英文版 杰克逊 必读  
8 《世界贸易体制》（第2版）中、英文版 杰克逊 必读  
9 《国际贸易法文选》中文版 施米托夫 必读  
10 《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中文版 莫里斯 必读  
1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必读  
12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 必读  
13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14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必读  
15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必读  
16 中国国际法年刊 法律出版社 必读  
17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法律出版社 必读  
18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刊 北大出版社 必读  
19 美国国际法杂志（英文版） 美国国际法学会 选读  
20 国际经济法季刊（英文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 选读  
21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选读  
22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23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选读  
24 法学 华东政法学院 选读  
25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选读  
26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选读  
27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科院 选读  
28 法商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选读  
29 商事法论丛 法律出版社 选读  
30 宪政论丛 法律出版社 选读  
31 中国刑事法杂志 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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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3  

            
一、 培养目标  

 

（应体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本专业特点及基本学习年限，以及今后为国家建设
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适应面等) 
 
 
通过中外教育经济和教育管理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学习以及相关实际问题的研
究训练，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门知识、独立从
事本学科重大问题研究的能力，毕业后能从事本学科理论研究、教学、学校管理和公
共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2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调查研究： 
调研内容尽可能与研究方向相吻合，并得到导师认可。调研的基本形式包括问卷调查、
实地考察、访谈、收集资料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等。研究方法可以是质性研究法、
量的研究法、定性研究法等。调研时间为四周到六周，如果调研内容与博士毕业论文
选题相近，调研时间可在导师同意下适当延长。调研工作结束后，博士生必须撰写和
提交调研报告，并由导师或博士生指导小组评定成绩。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
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在学期间必须至少参加8次与本专业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前沿讲座或学术会议，考核
方式：由指导教师认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分两个阶段： 
1、博士生候选人资格考核（相当于中期考核）：在第三学期末或第4学期初进行，根
据复旦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候选人资格考试暂行规定执行。采取综合测试方式，由考核
小组针对博士生的学业情况、学术研究情况、社会实践活动情况、本学科专题研究综
述（2万字以上）以及毕业论文进展情况等综合测试和评价，要求达到复旦大学相关
考核标准。 
2、毕业资格考核：在第6学期或稍后学期进行，采取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方式进行
考核，对博士生在整个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研究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要求达到复旦大学
博士生培养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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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博连读学生的综合考试拟分为三个阶段 
1、续读资格测试：在第4学期期末进行，采取综合测试方式，由考核小组（至少5名
本专业副高职称以上专家，其中含导师在内的正高职称者至少3名）针对学生的学业
情况、学术研究情况以及其他表现等进行综合测试和评价。测试和评价结果分三种：
（1）续读：可进入博士生学习和研究阶段；（2）暂缓续读：需在规定期限内改进并
在二次测评中获得续读许可；（3）转为普通硕士生并按照本学科硕士生培养要求或
复旦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2、博士生候选人资格考试：在第7学期末进行，根据复旦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候选人资
格考试暂行规定执行。采取综合测试方式，由考核小组（至少3名本专业正高职称的
专家）针对博士生的学业情况、学术研究情况、社会实践活动情况、本学科专题研究
综述（2万字以上）以及毕业论文进展情况等综合测试和评价，要求达到复旦大学相
关考核标准。 
3、毕业资格考核：在第10学期或稍后学期进行，采取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方式进
行考核，对博士生在整个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研究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要求达到复旦大
学博士生培养质量标准。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本专业博士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完成3篇课程论文、2篇学年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当是本专业的前沿问题，或学界现有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选题前要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 
（3）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并经导师和本学科点博士生指
导小组审核并通过。 
（4）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本人独立完成。 
（5）博士学位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且具有开拓
性。 
（6）博士生在第4学期进行综合测试，不通过者须按照学校有关规定退学。 
（7）博士学位论文应有翔实的资料基础，要求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立论有据，行
文流畅，符合学术规范。 
（8）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和写作时间不少于3个学期，正文部分的字数要达到10万字以
上。 
（9）博士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应有内容能达到在CSSCI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修改后能够达到公开出版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系统、扎实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对于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趋
势及理论前沿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2）对所在二级学科内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所在一级学科领域内的
其他理论问题有基本理解。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述能力，能够独立撰写规范
的调查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并能公开进行学术演讲或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4）能够独立承担或主要参与本学科相关的科研项目，并达到项目要求； 
（5）要求在学期间至少在复旦大学规定的核心期刊上独立（或第一作者）公开发表3
篇学术论文。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 
1、博士生：一般为3—4年（统称三年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可适当延长1—2年，
或者按照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2、硕博连读生：本学科硕博连读学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5年，有特殊情况者可适当延
长1—2年，或者按照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 其他  

 

培养方式和方法： 
本专业博士生实行导师负责和专业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将着力培养博士
生独立从事与本学科相关论题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能力。强调项目研究训练为
主、课程学习为辅的培养方式。 
硕博连读生的课程设置，可以根据导师和专业指导小组的意见，在本专业硕士生和博
士生课程体系中选择搭配，总学分应不低于4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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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教育经济与政
策 

将着重研究中外教育政策及教育经济学科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主要研究领域：（1）教育经济学科的理论与实践；（2）教育
与社会经济发展；（3）中外教育政策比较研究；（4）高校财
务管理制度研究；（5）教育资源配置制度与机制；（6）高校
的规划、预算与决策。  

林荣日研究员博导 
沈百福研究员 
张珏研究员 
 

 

2 高等教育管理 

侧重于高等教育管理和治理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1）中
外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方法；（2）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机
制；（3）现代大学制度；（4）高等教育的社会治理；（5）院
校管理。 

熊庆年研究员博导 
牛新春研究员博导  

3 
教育质量与评
价 

侧重于教育质量标准、教育质量保障以及教育评价的理论和实
际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1）中外教育评价理论与方法；
（2）高等教育质量标准；（3）高校教育质量评价；（4）高校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廖文武研究员博导 
鲁映青教授 
王颖研究员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EDU820001 高级教育管理学专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820002 高级教育经济学专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820003 教育评价专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DU830001 
教育经济与财政热点、
前沿问题研究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830002 教育公共政策问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830003 中外教育制度专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830004 高等教育治理问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830005 院校研究专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跨一级学
科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20013 

经济和管理中的现代分
析方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20020 管理学进展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06 当代中国经济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2 社会公正理论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25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20006 中国社会政治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830021 公共政策分析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1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1 
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
迁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教育经济学》 （美）科恩著   
2 《教育管理研究》 萧宗六   
3 《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 王善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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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 [美]Martin Carnoy   
5 《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Fred C. Lunenburg and Allan 
C. Ornstein 

  

6 
 
《教育管理学引论》 
 

熊庆年   

7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 林荣日   
8 《教育经济学》（第二版） 林荣日   
9 

《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
新》 

康宁   
10 《中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 闵维方   
11 《国富论》 亚当•斯密   
12 《教育评价与测量》 金娣、王钢   
13 《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 曾满超   
14 《教育经济学研究》 厉以宁   
15 《管理心理学》 苏东水   
16 《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   
17 《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 曾满超、曲恒昌等译   
18 《教育组织行为学》 [美]罗伯特•G•欧文斯   
19 《政治、市场和学校》 [美]约翰•E•丘伯、泰力•M•默   
20 《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学校、政府和市场》 [英]杰夫•惠迪等   
21 《人力资本》 [美]加里.贝克尔   
22 “教育与经济”杂志 华中师范大学   
23 “复旦教育论坛”杂志 复旦大学   
24 “高等教育研究”杂志 华中科技大学   
25 “现代大学教育”杂志 中南大学   
26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杂志 清华大学   
27 “北大教育评论”杂志 北京大学   
28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29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30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31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32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331



·332· 

旅游学系  
 

旅游管理 120203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国家建设需要、适应新世纪旅游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掌握较为广博的旅游产业、旅游企业、旅游文化等最新
管理理论与方法，在某个研究方向上有独立的创新见解，既有独立自主开展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又有研究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与能力。 
本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可适应高等学校师资，科研机构科研，大型跨国公司、企
业集团的研究策划、高级管理等专业需求。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针对本专业理论性与应用型
相结合的特点，加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同时也特别要注意理论的加强
与学习。要安排一定时间，结合导师等课题进行旅游市场、旅游企业、旅游资源等方
面的调查研究，以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最新研究动态和最新研究成
果，了解旅游市场和旅游行业的最新动态，具有相当的创新能力，能够独立地解决实
际问题。以撰写调查报告等形式为考核方式。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1）内容：旅游管理专业
在各个分支领域最新进展，最新研究成果，各位博士生导师近年来的研究心得、成果
及理解。希望博士生门迅速了解旅游管理专业的最新进展，开阔视野，增进学科交流
和知识的吸引。 
（2）安排6-8次专题讲座，加上讨论时间，平均每三周一次，一次3学时。 
（3）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及平时作业。考核的基本要求是希望博士生们通过专题听
讲与讨论，可达到掌握管理前沿成果，把握旅游管理发展趋势，为今后学习打下较为
牢固的理论基础。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三年制博士生第三学期末 
（2）方式：指导委员会命题考核 
（3）内容：试题覆盖博士生所在专业所学的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等所有课程 
（4）标准：考试及格 
（5）形式：笔试、口试结合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硕士第二学年末 
（2）方式：考试委员会主持命题及考核 
（3）内容：硕士生所在专业的专业基础、专业学位及跨一级学科课程 
（4）标准：考试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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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式：笔试、口试结合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2）选题为本专业方向前沿； 
（3）在专业领域方向上有较大创见，理论上有较大突破； 
（4）论述严谨，语言流畅； 
（5）方法论正确，文献引用合适； 
（6）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7）论文工作时间应为2年； 
（8）符合学校博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在专业核心刊物上发表不少于3000字的学术论文两篇（第一位作者），权威刊
物发表一篇相当核心刊物发表两篇； 
（3）参加导师等主持的科研课题，有成果，受到好评； 
（4）学术论文为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所录用； 
（5）能够为旅游产业与企业现实问题出谋划策，提出可靠的研究与实践方案； 
（6）能够胜任专业教学工作； 
（7）通过博士外语学位要求，流畅阅读外文文献。 

 

八、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九、 其他  

 无。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旅游经济与产
业管理 

 
（1）旅游产业经济管理、旅游产业组织、旅游产业链管理 
（2）旅游企业发展、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管理 
（3）旅游项目发展战略、旅游市场特征与细分 
（4）新兴与特色旅游产业与市场管理 
特色和意义： 
旅游产业管理是旅游管理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其研究特色如
下。首先，紧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题，开展中国旅游经济与
产业管理、旅游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其次，开展旅游产业、
旅游市场、旅游企业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把旅游经济与
产业管理的理论研究提升一个层面。其三，对上海及中国的会
展与博览产业、休闲产业、都市旅游产业、体育旅游产业、生
态旅游产业、娱乐旅游产业等做一系列研究。旅游产业经济、
企业管理研究，包括旅游产业、旅游企业（旅行社、酒店饭店
等）、旅游经济、旅游市场、旅游者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在旅游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地位。从作用和意义来看，
本研究方向可更深入探索和研究旅游经济、旅游市场、旅游企
业管理问题，一方面对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如何指导旅游产业
发展、企业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形成旅游管理学科研究特有的
经济分析模型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进
一步与旅游产业发展、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凸现具有中国特
色和上海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方向。 

芮明杰教授博导 
夏林根教授 
郭英之教授博导 
马梅副教授 

 

2 
旅游管理理论
与策略 

 
（1）旅游企业管理理论、营销策略 
（2）旅游企业文化与发展战略、旅游企业组织与人力资源、旅
游品牌战略 
（3）中外旅游文化管理、特色旅游文化管理 
（4）中外旅游文化影响、国际旅游法比较等 
特色和意义： 
本方向的特色和意义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旅游项目策划
主要从策划学的角度，在旅游业的全领域，研究旅游策划的原
理、旅游策划学的理论体系，并根据旅游的学科特点、行业特
点，揭示和探讨旅游发展战略策划、旅游形象策划、旅游广告
策划、旅游服务策划、旅游节庆策划、旅游产品策划、旅游公
关策划等精心运筹的技巧和方法。其二、旅游资源开发则以旅
游资源为基础，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整合旅游资源，研究山岳、
水域、气象、生物、建筑、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民俗等
各类旅游资源实现产品化以及产品更新的过程与方法，探索旅
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规律，研究旅游资源的管理科学化。 

苏勇教授博导 
陈宗海副教授 
后智刚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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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资源管理 

 
（1）旅游资源与景观文化管理 
（2）旅游文化与消费管理比较 
（3）中外旅游资源、规划、策划管理比较 
（4）旅游文化、规划与策划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特色和意义： 
旅游文化研究旅游者文化、旅游景观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是
旅游学与旅游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综合历史学、文
化学、社会学、法学、景观学、传媒学、资源学等学科特点，
突出旅游者消费文化、旅游资源与景观文化和旅游法学的研究；
分析和比较中外旅游文化的异同与特点，探讨与研究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的旅游业；研究中外旅游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物质
实体，各种文化在旅游生活中的特殊表现形态及旅游文化对社
会、旅游业的作用及影响。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离开文化，中
国的旅游就没有生命力。旅游文化研究在旅游学研究中具有重
要的学术地位，它对于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管理和市场营销等
方面研究的深入展开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的旅游的进一步发
展，关键在于提升其文化内涵，赋予其更多的文化内容。旅游
文化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旅游的发展，更好地了解世界旅游发
展的趋势，制订正确的旅游发展策略与战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顾晓鸣教授博导 
沈祖祥副教授 
巴兆祥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20017 研究方法（2）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20020 管理学进展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20000 旅游产业分析 旅游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20001 旅游管理前沿理论 旅游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20002 旅游文化资源 旅游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TOUR830000 旅游项目开发战略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30001 旅游景观文化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30002 旅游策划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30003 旅游合同法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30004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经
营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30005 
旅游市场竞争与定位理
论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830006 
国外旅游研究新进展与
新趋势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Tourism Management 国外学术期刊 必读  
2 旅游管理 中国人大复印资料 必读  
3 方志学新论 巴兆祥，学林出版社，2004 必读  
4 中国旅游市场需求与开发 

钟海生、郭英之，广东旅游出
版社，2001. 

必读  
5 文化寻踪：有形和无形 顾晓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必读  
6 管理沟通 苏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必读  
7 产业经济学 芮明杰，上海财经出版社，2005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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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考古学 060100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考古学、博物馆学相关课程的学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具
有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领域系统扎实的专门知识，对本学科学术发展的前沿问题有透彻
了解，并在某些问题上有开拓性研究，能独立从事专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高层次
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0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求至少在B类期刊上发表（含录用）
3篇专业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要求参加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科研课题等学术实践活动；根据需要
带领本科生从事专业实践，训练专业实践能力、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 
（3）每位博士生在学三年时间内，要选择本专业范围内的一个学术问题举行2次讲座，
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参加对象以本专业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基
本要求：论题有一定理论现实意义、提出一定见解并作深入分析和论证、表达逻辑清
晰严密依据讲稿和听众反映考核打分。 
（4）在学期间参加本专业前沿讲座不得少于12次。 
（5）学术活动与实践，有2个学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时间：在二年级第二学期举行 
2．方式：由博士生本人向本学位点的全体指导教师口头汇报，内容包括： 
（1）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况； 
（2）入学后至目前为止开展专题研究和发表文章情况； 
（3）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情况，提供读书笔记。 
3．考试标准： 
（1）公共课，学位专业课和跨一级学科课程的成绩要均在“中”以上； 
（2）论文写作完成两篇以上并以向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3）阅读相关著作的具体书目和笔记，数量在 10页以上； 
4．考核形式：口头和书面汇报基础上，由教师集体讨论定出成绩（五等），写出评
语，说明是否同意转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通常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 
由本系教授会议各成员组成考试小组实施，主要采用口试方式。口试包括对学生所写
论文以及所选修课程情况的审核。 
成绩分及格和不及格两等。考试小组中有如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及格，
即视作不及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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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仲裁。资格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进行博土学位阶段的学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明确选题前对本专业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深入研究，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中的
前沿问题或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 
（2）论文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审
核通过，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3）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 
（4）论文要观点鲜明。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正文字数不少于9万，加注释达到10万 
（6）论文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
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 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2）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专业原著； 
（3）能熟练运用电脑从事科研和写作； 
（4）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正式出版； 
（5）能开设本专业的基础课。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三至四年或习惯称三年制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考古学 

考古学方向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先秦考古学、考古地理学、公众考古学等内容的研究。 

陈淳教授博导  

2 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主要从事博物馆经营管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
内容策划、信息博物馆等方面的研究。 

陆建松教授博导 
陈红京教授博导 
郑奕副教授 

 

3 文化遗产学 
文化遗产理论和管理、中国古建园林、书法美学、书法鉴定；
陶瓷烧造工艺及鉴定；文物研究方法、汉以前青铜器研究、前
秦秦汉时期文物研究等 

杜晓帆研究员博导 
蔡达峰教授博导 
高蒙河教授博导 
朱顺龙教授博导 
杨志刚教授博导 
吕静教授博导 
刘朝晖教授博导 

 

4 文物保护 纸质文物保护、玉器保护、陶瓷修复等。 
陈刚教授博导 
王荣副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MUSE820002 考古学方法论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03 文明与国家起源专题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08 
博物馆学的理论与实践
前沿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09 信息博物馆学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USE820010 器物类型学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11 文物研究法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12 
中国古陶瓷烧造工艺研
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13 文化遗产价值论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20014 青花瓷器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USE630015 
硅酸盐类文物的科技研
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8 
传统造纸工艺与纸张保
护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03 考古学器物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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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830004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战略
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06 考古学与文化生态学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07 中国考古地理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10 
明清江南家具的风格及
其人文精神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11 青瓷谱系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12 展示规划设计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13 遗址博物馆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4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USE830014 博物馆学专题研究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15 
景德镇瓷器、瓷业与地
域社会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830016 
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社
会 

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综合科技馆内容策划与设计》 

胡学增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2005 

  
2 《文物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3 《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国家文物局法制处，紫禁城出
版社，1993年 

  

4 《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1987
年 

  

5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文
物出版社，1984年 

  

6 《考古学理论》 
陈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考古学研究入门》 
陈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人类创造了自身》 
【英】柴尔德，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 

  

9 《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 
曹兵武、崔波，学苑出版社，
2005年 

  
10 《展示设计》 冯节，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   
11 

《数字博物馆资源建设规范与方法（人文艺术
类）》 

陈红京，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
年 

  
12 《中国博物馆》历年杂志有关专题论文 中国博物馆学会   

13 
《非言语传播学》 
 
 

宋昭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4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英】柴尔德，三联书店，2008
年 

  

15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 
【美】沙雷尔等，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年 

  

16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英】伦福儒等，文物出版社，
2004年 

  

17 《中国远古时代》 
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8 《考古学专题六讲》 张光直，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 《骗局、神话与奥秘：考古学中的科学与伪科学》

【美】肯尼思•L•费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0年 

  

20 《数字博物馆概论》 
陈红京等，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6年 

  

21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
徐松龄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3年 

  

22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G.Ellis Burcaw, 1997 
Altamira Press 

  

23 The New Museology 
Peter Vergo,Reaktion Books 
Ltd 1989,London 

  

24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omas Wolf, Simon & 
Schuster In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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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孙机，文物出版社，1991年   
26 《万物》 

【德】雷德候，三联书店，2005
年 

  
27 《美的历程》 李泽厚，文物出版社，1981年   
28 《礼仪中的美术》 

【美】巫鸿，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 

  

29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美】巫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30 《另一种古史》 
【美】杨晓能，北京三联书店，
2008年 

  

31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马清林等，科学出版社，2001
年 

  
32 《文物保存环境概论》 郭宏，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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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020101  

            
一、 培养目标  

 

具有系统、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熟悉国内外经济理论的沿革过程和最新成果，了
解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过程，能够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
和应用研究，熟悉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能独立从事高层次的经济理论和应用研究、
经济学教学和经济管理工作。拥护党的基本路线，作风正派，身心健康。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4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能够应用所学理论与方法独力分析实际经济问题； 
（2）能承担经济部门委托的有关研究项目； 
（3）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的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课程均达到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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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与选题相关的基本文献资料，
了解国内外有关本研究方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科前沿的状况。应选择本研
究方向内重要或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成该选题的
基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经
过导师和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得少于两年。博士学位论文应在本
研究领域内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
据，结构严谨，资料详实，文献综述扎实，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的章节，
对选题相关的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的学术贡献作较全面的说明。博士论文的正文不
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
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2）英语达到可流利读写说的程度；精通专业英语，能熟获取英文信息，能用英语
撰写论文，与国外专家口语交流无障碍； 
（3）熟练掌握经济学理论基础，了解本学科最新研究动态，理解本专业的未来发展；
（4）参加一个以上的横向或纵向的科研项目，具备较好研究能力，熟练掌握研究方
法和路径（包括调查研究、文献检索、整理资料、撰写报告等）；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与实践 

（1） 市场经济一般理论；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宏观、微观）研究。 

李慧中教授博导 
张晖明教授博导 
 

 

2 
《资本论》与当
代资本主义经
济 

（1） 资本论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 
（2） 资本论在国外的研究动态； 
（3）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过程； 
（4）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演进 

严法善教授博导  

3 
现代企业理论
与实践 

（1） 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 
（2） 西方企业制度结构的变迁； 
（3） 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科学管理； 
（4）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 

张晖明教授博导 
  

4 
当代中国经济
（理论与政策）

（1）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经验研究； 
（2） 中国经济理论实证研究； 
（3） 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侧重于宏观、中观）。 

李慧中教授博导 
汪立鑫教授博导  

5 经济与社会 

（1） 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2）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3） 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问题； 
（4） 经济学的社会学化。 

朱国宏教授博导  

6 
可持续发展战
略研究 

（1）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 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3）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实施。 

朱国宏教授博导 
严法善教授博导  

7 比较制度分析 比较制度分析 车嘉华教授博导  
8 

中国政治体制
分析 

中国政治体制分析 车嘉华教授博导  

9 
公共经济理论
与政策 

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 汪立鑫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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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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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马恩全集第23、24、25、26、46、47卷 马克思、恩格斯   

2 

国富论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经济学原理 
论失业问题 
福利经济学 
价值与资本 
经济史理论 
凯恩斯革命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亚当.斯密 
凯恩斯 
阿.马歇尔 
庇古 
庇古 
希克斯 
希克斯 
劳伦斯.R.克莱因 
琼.罗宾逊 
 

  

3 

公共选择论 
经济发展战略 
二元经济论 
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 
经济成长的阶段 
人力资本投资 
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 
经济发展理论 
动态经济学 
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 
 

J.布坎南 
艾伯特.赫希曼 
威廉.阿.刘易斯 
沃.惠.罗斯托 
沃.惠.罗斯托 
西蒙.舒尔茨 
西蒙.舒尔茨 
约.阿.熊彼得 
罗.福.哈罗德 
库兹捏茨 
 

  

4 

资本与增长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邓小平文选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人大复印资料“经济理论”版 
 

约.希克斯 
钱纳里 
张维迎 
邓小平 
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科院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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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 0201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中外经济思想史各门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具有扎实、系统的西方经济学基础，熟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国内外经济发展过程，
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能独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能胜任本专业或相关专
业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高层次的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4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能应用所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实际经济问题。 
（2）能够对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3）能够承担经济部门的有关项目。 
（4）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343



·344·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
对于本研究方向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的状况。应选择本研究方向内
重要或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成该选题的基本资
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
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二年。博士学位论文应在
本研究领域内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
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资料翔实，行文流畅，并须有中英文摘要。博士学位论文应有
专门的章节，对选题相关的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的学术贡献，作较全面的说明。博
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
在国内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分开出版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2）英语达到可流利听说读写的程度；精通专业英语，能够熟练获取英文信息，以
英语撰写论文，与国外专家口语交流无障碍； 
（3）熟练掌握经济学理论，深刻理解本专业的各种新名词、新概念，把握本专业的
未来发展方向； 
（4）参加一个以上的科研项目，具备良好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5）博士论文工作量达二年以上，主题新颖，内容有创新，对专业前沿的研究有一
定的贡献；论证有理、有力，行文流畅。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中外经济思想
史与比较 

（1） 中外经济思想史的特点、异同； 
（2） 各自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方法论； 
（3） 经济思想史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创新等。 

马涛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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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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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政治经济学和国民体系》 
《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 
《福利经济学》 
 

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 
弗•李斯特 
瓦尔拉斯 
庇古 
 

  

2 

《制度经济学》 
《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理论》 
《短缺经济学》 
 

康芒斯 
凯恩斯 
上海三联出版社 
索洛 
科尔纳 
 

  

3 

《史记•货殖列传》 
《汉书•食货志》 
《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略 
略 
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科院 
中共中央编译局 

  

4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史》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北京大学学报》 
 

中国社科院 
厦门大学 
中国社科院 
人大复印资料 
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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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020104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科学发展观，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中高级专门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发展动
态，具有系统的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技能。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研
究能力，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学方法和技术，能够独立地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开创性的研究，并提出独具己见的观点。毕业后具有与经济
学相关各领域从事高级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应按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
专业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含各种类型），
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
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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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所阅读的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按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微观经济学 

（1）高级微观经济学 
（2）产权经济学 
（3）产业组织理论 
（4）金融经济学 
（5）转轨经济学 
（6）当代中国经济 
（7）制度经济学 
（8）博弈论 
（9）发展经济学 

张军教授博导 
殷醒民教授博导 
陈钊教授博导 
章元教授博导 
陈诗一教授博导 
李维森教授博导 
陈庆池教授博导 
 

 

2 宏观经济学 

（1）高级宏观经济学 
（2）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3）劳动经济学 
（4）经济增长理论 
（5）养老保险制度 
（6）动态合约理论 
（7）公共政策 
（8）经济增长 

袁志刚教授博导 
殷醒民教授博导 
封进教授博导 
王城教授博导 
王弟海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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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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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略   

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略   

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s,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略   

4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略   

5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金融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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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硕博连读） 020104a  
            
一、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发展动
态，具有系统的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技能。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研
究能力，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学方法和技术，能够独立地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开创性的研究，并提出独具己见的观点。毕业后具有与经济
学相关各领域从事高级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21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在硕士生阶段和博士生阶段分别选修两门经济学

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活动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应按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
专业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含各种类型），
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
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转博后的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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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所阅读的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按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微观经济学 

（1）高级微观经济学 
（2）产权经济学 
（3）产业组织理论 
（4）金融经济学 
（5）转轨经济学 
（6）当代中国经济 
（7）制度经济学 
（8）博弈论 
（9）发展经济学 

张军教授博导 
殷醒民教授博导 
陈钊教授博导 
章元教授博导 
陈诗一教授博导 
李维森教授博导 
陈庆池教授博导 
 

 

2 宏观经济学 

（1）高级宏观经济学 
（2）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3）劳动经济学 
（4）经济增长理论 
（5）养老保险制度 
（6）动态合约理论 
（7）公共政策 
（8）经济增长 

袁志刚教授博导 
殷醒民教授博导 
封进教授博导 
王城教授博导 
王弟海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03 微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4 宏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5 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9 计量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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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06 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7 中外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8 经济理论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0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1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2 城市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3 劳动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4 公共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5 产业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6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8 货币银行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4 产业组织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5 国际贸易理论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6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7 数量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8 应用统计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9 金融市场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0 税收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1 激励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4 财政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1 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1 国际保险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2 经济数学方法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3 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4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5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8 资产定价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9 

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学
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90 程序化交易2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20091 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2 财务报表分析和估值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3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4 金融工程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5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6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8 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2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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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CON630003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4 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6 非均衡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7 英汉双语经济翻译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8 投资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0 

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1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2 中国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5 国有资产管理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6 现代企业经营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7 国际经营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9 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1 房地产投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3 组合投资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4 金融结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6 实证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8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1 日本经济文献资料解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2 市场营销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3 金融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4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7 金融学文献导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8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1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3 独立审计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4 投资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6 国际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7 比较财政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8 社会保障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0 金融货币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2 电子货币与网络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3 实物期权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4 中国经济思想要籍介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5 

开放经济与货币经济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57 经济法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8 俄罗斯东欧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9 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1 区域发展与产业集聚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2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4 金融数据处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6 

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生
产品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7 兼并、收购与公司控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8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与软
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9 新政治经济学讲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0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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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071 城市形态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2 法和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3 北欧研究（上）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4 北欧研究（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5 前沿讲座（1）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6 

微观发展经济学高级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7 制度与经济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8 公司融资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9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与社
会保障体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0 国际经济合作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1 欧盟的内外经济关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2 

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3 经济伦理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4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5 计算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6 欧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7 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8 欧洲一体化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9 欧洲一体化进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0 公共经济学前沿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1 公共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2 外国经济史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3 

人口和卫生经济学及其
经验研究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5 环境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6 欧洲货币与金融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7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9 欧洲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0 日本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1 美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2 比较经济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3 

城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
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4 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5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6 房地产市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7 城市经营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8 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9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0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11 投资银行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2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4 高级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5 微观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355



·356· 

ECON630133 供应链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4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5 公司治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6 金融危机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7 

欧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8 反洗钱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9 灾害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0 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专题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接
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8 证券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9 期货投资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0 中国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1 

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研
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2 动态经济模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3 技术创新与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4 现代公司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5 宏观经济学前沿课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6 保险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7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证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8 汇率制度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9 

中美贸易前沿问题研究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0 卫生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1 金融安全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2 欧盟产业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3 汇率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4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5 行为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6 服务经济与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7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8 荷兰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1 国际金融危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9 

城市经济学的微观计量
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80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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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略   

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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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s,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略   

4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略   

5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金融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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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020105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科学发展观，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中高级专门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发展动
态，具有系统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专门知识，宽广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
投资和近现代中外经济史的知识。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熟
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学方法和技术，能够独立地对世界经济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开
创性的研究，并提出独具己见的观点。毕业后具有在世界经济领域从事高级研究和教
学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4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应在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含各种类型），
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
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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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所阅读的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世界经济理论 
（1）世界经济理论问题 
（2）当代全球性重大问题 
（3）当代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比较研究 

华民教授博导 
庄起善教授博导 
唐朱昌教授博导 
李维森教授博导 
丁纯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沈国兵教授博导 
 

 

2 

国际经济学(含
国际金融、国际
贸易、国际投
资)理论 

（1）贸易原理与最新发展 
（2）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问题 
（3）汇率与汇率制度问题 

黄亚钧教授、博导 
华民教授、博导 
陈建安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沈国兵教授、博导 
罗长远教授 
 

 

3 
国别与地区经
济 

（1）大国经济研究 
（2）新兴市场经济研究 
（3）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4）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 

黄亚钧教授博导 
庄起善教授博导 
陈建安教授博导 
唐朱昌教授博导 
丁纯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4 
国际经济关系
与外国经济史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 
（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关系 
（3）大国经济发展史比较研究 

华民教授博导 
唐朱昌教授博导 
李维森教授博导 
 

 

5 能源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 吴力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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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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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Trade: Selected Readings 
Journal of American Revie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Krugman&Obstfeld 
Bhagwati 
略 
略 
略 

  

2 

《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约•威廉逊 
罗纳德•麦金农 
爱德华•肖 
诺斯 
贝克尔 
 

  

3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
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
和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学 
世界经济新论 

W•刘易斯 
约瑟夫•熊彼特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 
华民 
庄起善 

  

4 

世界经济杂志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 
国际经济评论杂志 
世界经济研究杂志 
国际贸易研究杂志 
国际金融研究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
所 
对外经贸大学 
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 
 

  

  

362



·363· 

世界经济（硕博连读） 020105h  
            
一、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发展动
态，具有系统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专门知识，宽广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
投资和近现代中外经济史的知识。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熟
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学方法和技术，能够独立地对世界经济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开
创性的研究，并提出独具己见的观点。毕业后具有在世界经济领域从事高级研究和教
学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5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21   
 学位专业课 4 10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在硕士生阶段和博士生阶段分别选修两门经济学

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应在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含各种类型），
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
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转博后的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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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的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所阅读的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世界经济理论 
（1）世界经济理论问题 
（2）当代全球性重大问题 
（3）当代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比较研究 

华民教授博导 
庄起善教授博导 
唐朱昌教授博导 
李维森教授博导 
丁纯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沈国兵教授博导 
 

 

2 

国际经济学(含
国际金融、国际
贸易、国际投
资)理论 

（1）贸易原理与最新发展 
（2）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问题 
（3）汇率与汇率制度问题 

黄亚钧教授、博导 
华民教授、博导 
陈建安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沈国兵教授、博导 
罗长远教授 
 

 

3 
国别与地区经
济 

（1）大国经济研究 
（2）新兴市场经济研究 
（3）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4）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 

黄亚钧教授博导 
庄起善教授博导 
陈建安教授博导 
唐朱昌教授博导 
丁纯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4 
国际经济关系
与外国经济史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 
（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关系 
（3）大国经济发展史比较研究 

华民教授博导 
唐朱昌教授博导 
李维森教授博导 
 

 

5 能源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 吴力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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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03 微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4 宏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5 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9 计量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06 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7 中外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8 经济理论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0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1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2 城市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3 劳动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4 公共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5 产业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6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8 货币银行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4 产业组织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5 国际贸易理论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6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7 数量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8 应用统计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9 金融市场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0 税收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1 激励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4 财政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1 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1 国际保险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2 经济数学方法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3 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74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5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8 资产定价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9 

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学
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0 程序化交易2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20091 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2 财务报表分析和估值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3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4 金融工程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5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6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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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620028 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2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3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4 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6 非均衡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7 英汉双语经济翻译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8 投资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0 

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1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2 中国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5 国有资产管理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6 现代企业经营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7 国际经营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9 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1 房地产投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3 组合投资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4 金融结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6 实证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8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1 日本经济文献资料解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2 市场营销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3 金融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4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7 金融学文献导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8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1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3 独立审计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4 投资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6 国际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7 比较财政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8 社会保障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50 金融货币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2 电子货币与网络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3 实物期权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4 中国经济思想要籍介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5 

开放经济与货币经济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7 经济法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8 俄罗斯东欧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9 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1 区域发展与产业集聚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2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4 金融数据处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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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066 
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生
产品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7 兼并、收购与公司控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8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与软
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9 新政治经济学讲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0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1 城市形态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2 法和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3 北欧研究（上）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4 北欧研究（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5 前沿讲座（1）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6 

微观发展经济学高级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7 制度与经济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8 公司融资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9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与社
会保障体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0 国际经济合作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1 欧盟的内外经济关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2 

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3 经济伦理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4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5 计算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6 欧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7 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8 欧洲一体化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9 欧洲一体化进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0 公共经济学前沿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1 公共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2 外国经济史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3 

人口和卫生经济学及其
经验研究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5 环境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6 欧洲货币与金融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7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9 欧洲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0 日本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1 美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2 比较经济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3 

城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
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4 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05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6 房地产市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7 城市经营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8 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9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0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1 投资银行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2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4 高级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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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115 微观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3 供应链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4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5 公司治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6 金融危机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7 

欧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8 反洗钱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9 灾害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0 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专题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接
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8 证券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9 期货投资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0 中国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1 

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研
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2 动态经济模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3 技术创新与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4 现代公司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5 宏观经济学前沿课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6 保险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7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证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8 汇率制度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9 

中美贸易前沿问题研究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0 卫生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1 金融安全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2 欧盟产业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3 汇率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4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5 行为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6 服务经济与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7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8 荷兰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1 国际金融危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9 

城市经济学的微观计量
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80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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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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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Trade: Selected Readings 
Journal of American Revie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Krugman&Obstfeld 
Bhagwati 
略 
略 
略 

  

2 

《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约•威廉逊 
罗纳德•麦金农 
爱德华•肖 
诺斯 
贝克尔 
 

  

3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
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
和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学 
世界经济新论 

W•刘易斯 
约瑟夫•熊彼特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 
华民 
庄起善 

  

4 

世界经济杂志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 
国际经济评论杂志 
世界经济研究杂志 
国际贸易研究杂志 
国际金融研究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
所 
对外经贸大学 
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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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 0202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而专业的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适应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拥护党的
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献身的精神；勤奋学习，通过对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深入学习，具有
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本专业知识，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发展
中的前沿问题有透彻的了解，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某些问题上有
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研究，能担当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和政府决策等
方面的工作骨干和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开展理论研究，提高写作能力，在学习期间，按要求在规定的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2）在学习期间至少要进行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以及语言
表达能力； 
（3）根据本研究方向的需要，自己或带领本科生进行实地考察，锻炼自己的实际调
查能力和组织能力。 
（4）积极参与课题的研究，具备一定的独立完成课题的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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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撰写论文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了解
主攻研究方向历史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研究题目。论文的
选题要密切结合本学科发展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在本学科及相关领域
的先进性、开拓性或前沿性，师生要多沟通，尽可能听取多方意见，按研究生院和经
济学院的规定和程序作论文开题报告。 
（2）选题必须经过导师指导小组审核同意，同时进行院内盲审，通过后方可进行论
文写作。 
（3）论文要具有开拓性，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 
（4）论文的资料要具有权威性，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应该截止到论文开题前半年，
文章结构严谨，行文流畅，论文的观点要鲜明。 
（5）论文正文的字数不得少于10万。 
（6）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得少于两年。 
（7）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能达到国内权威期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应达到
公开出版发行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
题有深入了解。 
（2）通过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和本人独立承担的研究课题等科学研究活动，能掌握
科学研究的手段、方法和技能，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3）除了自己能独立承担研究课题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在本学
科领域内能作为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熟练地运用外语阅读原著和写作专业论文，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工作。 
（5）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经过修改必须达到能正式出版的水平。 
（6）在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领域内能独立地开出3门以上的基础课和2门以上
的新课。 
 
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要求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城市经济理论
与政策 

（1）城市的产生，增长和衰落 
（2）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 
（3）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和政府作用 
（4）城市犯罪问题及其后果 
（5）城市交通体系以及城市运行成本 
（6）发展中国家城市政策和城市化 
（7）产业组织理论的空间实证 

周伟林教授 
范剑勇教授博导  

2 
房地产经济学
和城市理论 

（1）城市经济中的房地产市场 
（2）房地产财富的来源 
（3）需求冲击下的房地产供给 
（4）办公楼市场 
（5）全球化和资本市场 
（5）房地产的价格和财富效应 
（6）全球化背景下的房地产金融 
（7）发展中国家住房政策以及效果 

周伟林教授  

3 区域经济理论 （1）新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发展 
范剑勇教授博导 
周伟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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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 （2）产业集聚的机制 
（3）新贸易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 
（4）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 
（5）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发展 
（6）区位理论 

4 
城市与区域规
划 

（1）城市规划理论 
（2）大都市区规划 
（3）城市更新与社区开发 
（4）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5）城乡统筹 
（6）城市开发与规划管理 

周伟林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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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Economic Geography :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 
 
Regional Economics 
《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 
《区域科学导论》 
《区域经济学导论》 

Combes ,Pierre-Philippe,Ma
yer, Thierry and 
Jacques-Francois thisse 
2008 
Capello.R., 
保罗•克鲁格曼 
艾萨德 
胡佛 

  

2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4 
《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 
《城市经济学》（第4版）， 
《城市经济学与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经济学》 

J.V. Henderson and J-F. 
Thisse  
M.P.Fujita,P.Krugman, A.J. 
Venables 
A.O’Sullivan 
迪帕斯奎尔、惠顿 
麦肯齐 

  

3 《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1-3册） 米尔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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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城市经济》 
《地理和贸易》 
《城市经济学》 

Jane Jacobs  
Jane Jacobs 
保罗•克鲁格曼 
周伟林、严冀 

4 

《城市社会问题经济学》 
《理论经济地理学》 
《高等经济地理学》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中国城市群》（第二版） 

周伟林、郝前进 
王铮等 
杨吾扬、梁进社 
王缉慈 
姚士谋等 

  

5 

《城市地理学》（第二版） 
《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
济） 
《经济研究》 
《经济学季刊》 

周一星等著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6 
《世界经济文汇》 
《人文地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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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 020204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
务，为我国金融学科建设服务的身心健康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博士生学位获得者应具有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
国内外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沿革和前沿，拥有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
门外语。毕业后，能在金融学领域独立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金融业（银
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从事金融部门的管理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4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在积极参加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同时，还应担任本专业相关
课程的教学实践，以检验所学知识是否扎实，并为日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经验。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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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 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⑵ 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审
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⑶ 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⑷ 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⑸ 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⑹ 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⑺ 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 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⑵ 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
的了解； 
⑶ 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⑷ 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⑸ 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⑹ 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⑺ 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一般为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国际金融 

（1）资本账户开放研究 
（2）人民币汇率理论与政策 
（3）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4）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5）国际资本流动 

姜波克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许少强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林曙教授博导 
杨长江教授博导 
牛晓健教授博导 
 

 

2 货币银行学 
（1）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2）商业银行管理 

陈学彬教授博导 
何光辉教授博导 
 

 

3 金融市场学 
（1）金融市场微观结构 
（2）行为金融学 
（3）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4 
投资学（含风险
投资） 

（1）资产定价 
（2）业绩评估 
（3）投资策略 
（4）资产组合 
（5）风险投资的价值评估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陆洋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5 
金融工程与数
理金融 

（1）金融风险管理 
（2）金融创新与产品开发 
（3）金融模型分析 

张金清教授博导 
  

6 公司金融 

（1）资本结构 
（2）股利分配政策 
（3）公司治理 
（4）实物期权 

朱叶教授博导 
杨青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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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7 

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8 金融资产定价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9 金融史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10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11 互联网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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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与专业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邓小平文选、十五、十六
大报告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方面的名著、论文 略   

3 

金融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研究 
世界经济 
财贸经济 
 

中国金融学会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 
 

  

4 

管理世界 
系统工程学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科学学报 
保险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 
中国保险学会 
 

  

5 

Journal of Finan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 
Society for Finan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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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Fordham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eorgia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Maastricht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7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Ohio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8 
《经济日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 
《国际金融报》，《第一财经》等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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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硕博连读） 020204c  
            
一、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国
内外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沿革和前沿，拥有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毕业后，能在金融学领域独立从事高层次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金融业（银行、
证券、保险和信托）从事金融部门的管理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5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21   
 学位专业课 4 10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在硕士生阶段和博士生阶段分别选修两门经济学

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在积极参加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同时，还应担任本专业相关
课程的教学实践，以检验所学知识是否扎实，并为日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经验。
学术活动的要求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在转博后的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的
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三
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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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
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的
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国际金融 

（1）资本账户开放研究 
（2）人民币汇率理论与政策 
（3）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4）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5）国际资本流动 

姜波克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许少强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林曙教授博导 
杨长江教授博导 
牛晓健教授博导 
 

 

2 货币银行学 
（1）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2）商业银行管理 

陈学彬教授博导 
何光辉教授博导 
 

 

3 金融市场学 
（1）金融市场微观结构 
（2）行为金融学 
（3）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4 
投资学（含风险
投资） 

（1）资产定价 
（2）业绩评估 
（3）投资策略 
（4）资产组合 
（5）风险投资的价值评估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陆洋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5 
金融工程与数
理金融 

（1）金融风险管理 
（2）金融创新与产品开发 
（3）金融模型分析 

张金清教授博导 
  

6 公司金融 

（1）资本结构 
（2）股利分配政策 
（3）公司治理 
（4）实物期权 

朱叶教授博导 
杨青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03 微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4 宏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5 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9 计量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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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06 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7 中外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8 经济理论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0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1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2 城市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3 劳动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4 公共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5 产业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6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8 货币银行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4 产业组织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5 国际贸易理论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6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7 数量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8 应用统计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9 金融市场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0 税收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1 激励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4 财政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1 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1 国际保险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2 经济数学方法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3 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74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5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8 资产定价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9 

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学
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0 程序化交易2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20091 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2 财务报表分析和估值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3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4 金融工程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5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6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20007 

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8 金融资产定价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9 金融史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10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11 互联网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8 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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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2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3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4 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6 非均衡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7 英汉双语经济翻译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8 投资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0 

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1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2 中国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5 国有资产管理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6 现代企业经营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7 国际经营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9 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1 房地产投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3 组合投资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4 金融结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6 实证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8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1 日本经济文献资料解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2 市场营销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3 金融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4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7 金融学文献导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8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1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3 独立审计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4 投资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6 国际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7 比较财政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8 社会保障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0 金融货币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2 电子货币与网络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3 实物期权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4 中国经济思想要籍介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5 

开放经济与货币经济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7 经济法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8 俄罗斯东欧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9 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1 区域发展与产业集聚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2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4 金融数据处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6 

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生
产品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7 兼并、收购与公司控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8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与软
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9 新政治经济学讲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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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070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1 城市形态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2 法和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3 北欧研究（上）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4 北欧研究（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5 前沿讲座（1）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6 

微观发展经济学高级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7 制度与经济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8 公司融资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9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与社
会保障体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0 国际经济合作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1 欧盟的内外经济关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2 

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3 经济伦理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4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5 计算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6 欧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7 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8 欧洲一体化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9 欧洲一体化进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0 公共经济学前沿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1 公共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2 外国经济史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3 

人口和卫生经济学及其
经验研究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5 环境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6 欧洲货币与金融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97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9 欧洲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0 日本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1 美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2 比较经济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3 

城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
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4 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5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6 房地产市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7 城市经营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8 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9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0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1 投资银行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2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4 高级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5 微观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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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3 供应链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4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5 公司治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6 金融危机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7 

欧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8 反洗钱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9 灾害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0 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专题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接
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8 证券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9 期货投资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0 中国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1 

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研
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2 动态经济模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3 技术创新与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4 现代公司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5 宏观经济学前沿课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6 保险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7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证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8 汇率制度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9 

中美贸易前沿问题研究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0 卫生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1 金融安全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62 欧盟产业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3 汇率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4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5 行为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6 服务经济与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7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8 荷兰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1 国际金融危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9 

城市经济学的微观计量
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80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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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与专业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邓小平文选、十五、十六
大报告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方面的名著、论文 略   

3 
金融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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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 
 

4 

管理世界 
系统工程学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科学学报 
保险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 
中国保险学会 
 

  

5 

Journal of Finan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 
Society for Finan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Fordham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eorgia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Maastricht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7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Ohio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8 
《经济日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 
《国际金融报》，《第一财经》等 

略   
  

388



·389· 

产业经济学 020205068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科学发展观，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中高级专门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获得者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
具有系统的国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投资学的专门知识，熟悉资本市
场和投融资工具及其应用，有很强的经济分析、政策分析、方案设计和市场运作能力，
对国民经济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研究，能够独立地进行开创性研究，提出具有创新
性的见解。毕业后能成为担当国民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⑴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按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⑵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⑶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
能力。 
⑷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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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 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⑵ 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审
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⑶ 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⑷ 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⑸ 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⑹ 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⑺ 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 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⑵ 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
的了解； 
⑶ 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⑷ 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⑸ 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⑹ 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⑺ 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产业组织学 

垄断理论、产品选择（质量和广告）、价格歧视、垂直控制、
短期价格竞争、动态价格竞争和合谋、产品差异化：价格竞争
和非价格竞争、进入与退出、信息和策略性行为（声誉、限制
定价与掠夺性定价）、研究与开发（专利）和新技术的采用、
网络产业。本方向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石磊教授博导 
寇宗来教授博导  

2 规制经济学 

成本补偿规则、单一产品企业的定价、多产品企业的定价和激
励、质量规制、竞争性拉姆齐公式与接入定价、旁路与撇脂定
价、激励合约的拍卖、无承诺的动态学与棘轮效应、承诺与再
谈判、规制收买、成本造假（审计与合谋）、规制中的卡特尔
化、拍卖设计与优惠主义、规制工具、听证与利益集团监督、
承诺与政治可靠性、私有化与激励。本方向旨在让学生掌握新
规制经济学。 

石磊教授博导  

3 现代企业理论 

古典企业理论（生产函数、技术选择、成本结构、市场均衡）、
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边界、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企业的资
本结构与治理结构、企业的并购、不完备合约与企业内部的控
制权结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本方向旨在让学生掌
握现代企业理论。 

石磊教授博导 
寇宗来教授博导  

4 金融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 王永钦教授博导  
5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王永钦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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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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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Microeconomic Analysis  

Jean Tirole 
Laffont / Tirole 
Stigler 
Laffont/Martimort 
H.Varian 

  

2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Econometric Analysis 
Game Theory for Applied Economists 
Law and Economics  
Market Microstructure 

D.Romer 
Greene 
Gibbons 
Cooter and Ulen 
O’Hara 

  

3 

Financial Theory and Corporat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Copeland/Weston 
AEA 
Chicago U. 
Harvard U. 
UCL 

  

4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Rand（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etric Society 
AEA 
Rand  
 
AFA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

 
 
 
 
Chicago 
 
AEA 

  

6 

经济学（季刊） 
经济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 
世界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社科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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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硕博连读） 020205b  
            
一、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系
统的国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投资学的专门知识，熟悉资本市场和投
融资工具及其应用，有很强的经济分析、政策分析、方案设计和市场运作能力，对国
民经济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研究，能够独立地进行开创性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
见解。毕业后能成为担当国民经济学研究、教学和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21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在硕士生阶段和博士生阶段分别选修两门经济学

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要按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
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力。
学术活动的要求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转博后的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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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选
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核
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
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的
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产业组织学 

垄断理论、产品选择（质量和广告）、价格歧视、垂直控制、
短期价格竞争、动态价格竞争和合谋、产品差异化：价格竞争
和非价格竞争、进入与退出、信息和策略性行为（声誉、限制
定价与掠夺性定价）、研究与开发（专利）和新技术的采用、
网络产业。本方向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石磊教授博导 
寇宗来教授博导  

2 规制经济学 

成本补偿规则、单一产品企业的定价、多产品企业的定价和激
励、质量规制、竞争性拉姆齐公式与接入定价、旁路与撇脂定
价、激励合约的拍卖、无承诺的动态学与棘轮效应、承诺与再
谈判、规制收买、成本造假（审计与合谋）、规制中的卡特尔
化、拍卖设计与优惠主义、规制工具、听证与利益集团监督、
承诺与政治可靠性、私有化与激励。本方向旨在让学生掌握新
规制经济学。 

石磊教授博导  

3 现代企业理论 

古典企业理论（生产函数、技术选择、成本结构、市场均衡）、
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边界、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企业的资
本结构与治理结构、企业的并购、不完备合约与企业内部的控
制权结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本方向旨在让学生掌
握现代企业理论。 

石磊教授博导 
寇宗来教授博导  

4 金融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 王永钦教授博导  
5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王永钦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03 微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4 宏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5 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9 计量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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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06 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7 中外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8 经济理论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0 世界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1 国际经济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2 城市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3 劳动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4 公共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5 产业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6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8 货币银行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4 产业组织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5 国际贸易理论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6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7 数量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8 应用统计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29 金融市场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0 税收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1 激励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34 财政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1 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1 国际保险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2 经济数学方法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3 信息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4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75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8 资产定价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9 

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学
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0 程序化交易2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20091 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2 财务报表分析和估值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3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4 金融工程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5 互联网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96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8 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2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3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4 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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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006 非均衡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7 英汉双语经济翻译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08 投资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0 

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1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2 中国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5 国有资产管理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6 现代企业经营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7 国际经营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9 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1 房地产投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3 组合投资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4 金融结构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6 实证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8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1 日本经济文献资料解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2 市场营销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3 金融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4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7 金融学文献导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8 公共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1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3 独立审计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4 投资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6 国际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7 比较财政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8 社会保障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0 金融货币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2 电子货币与网络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3 实物期权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4 中国经济思想要籍介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5 

开放经济与货币经济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7 经济法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8 俄罗斯东欧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9 东亚地区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1 区域发展与产业集聚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2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4 金融数据处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6 

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生
产品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7 兼并、收购与公司控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8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与软
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9 新政治经济学讲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0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1 城市形态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2 法和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3 北欧研究（上）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4 北欧研究（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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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075 前沿讲座（1）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6 

微观发展经济学高级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7 制度与经济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8 公司融资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79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与社
会保障体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0 国际经济合作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1 欧盟的内外经济关系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2 

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3 经济伦理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4 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5 计算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6 欧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7 截面与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8 欧洲一体化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89 欧洲一体化进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0 公共经济学前沿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1 公共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2 外国经济史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3 

人口和卫生经济学及其
经验研究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5 环境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6 欧洲货币与金融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7 

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专
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9 欧洲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0 日本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1 美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2 比较经济制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3 

城市经济学经典文献选
读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4 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05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6 房地产市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7 城市经营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8 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09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0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1 投资银行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2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4 高级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5 微观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3 供应链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4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5 公司治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6 金融危机史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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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137 
欧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38 反洗钱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9 灾害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0 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专题
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接
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8 证券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9 期货投资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0 中国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1 

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研
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2 动态经济模型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3 技术创新与投资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4 现代公司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5 宏观经济学前沿课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6 保险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7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证专
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8 汇率制度理论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9 

中美贸易前沿问题研究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0 卫生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1 金融安全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2 欧盟产业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3 汇率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4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5 行为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6 服务经济与贸易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7 转型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68 荷兰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1 国际金融危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9 

城市经济学的微观计量
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80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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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Microeconomic Analysis  
 

Jean Tirole 
Laffont / Tirole 
Stigler 
Laffont/Martimort 
H.Varian 
 

  

2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Econometric Analysis 
Game Theory for Applied Economists 
Law and Economics  
Market Microstructure 
 

D.Romer 
Greene 
Gibbons 
Cooter and Ulen 
O’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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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nancial Theory and Corporate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Copeland/Weston 
AEA 
Chicago U. 
Harvard U. 
UCL 
 

  

4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Rand（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etric Society 
AEA 
Rand  
 
AFA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
 

 
 
 
 
Chicago 
 
AEA 
 

  

6 

经济学（季刊） 
经济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 
世界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社科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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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020206015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科学发展观，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中高级专门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三到四年。要求学位获得者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
理论，了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系统的国际贸易和贸易经济的专门知识，宽
广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近现代中外经济史的知识，以及通晓中国对外
贸易发展、贸易改革、贸易政策和贸易实践。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
术，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对国际贸易某一专门领域有深入的研究，能够独立地进行
开创性研究，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见解。毕业后能够担当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研究和教
学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4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至少在B类期刊上发表3篇专业学术论
文（A类期刊1篇相当于B类期刊2篇）；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3）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一项以上的科研课题，训练科研组织和
研究能力； 
（4）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
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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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
审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
文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7）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的了解； 
（3）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4）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7）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8）在本专业范围内能独立开出二门以上基础课和一门以上的新课。 

 

八、 学习年限  
 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国际贸易理论
与政策 

古典、新古典和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动向，贸易政策的运行机制以及它们的
福利效果；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贸易管理技
术。 
理解贸易与发展的关系；研究贸易政策改革如何推动贸易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 

尹翔硕教授博导 
强永昌教授博导 
程大中教授博导 

 

2 
多边国际贸易
体系和区域贸
易自由化 

了解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以WTO为核心的贸易
体系的运行机制。 
了解战后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及其特点，探讨多边贸易体系
与区域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尹翔硕教授博导 
强永昌教授博导 
程大中教授博导 

 

3 国际商务管理 
国际商务的一般规律和国际商务理论, 国际商务主要形式和特
点及适用场合，国际商务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和决策模式，各
国商务环境及商务文化，中国企业国际商务活动的选择 

强永昌教授博导  

4 跨国公司管理 
跨国公司理论，跨国公司的成长轨迹，国际竞争格局，跨国公
司战略和组织，跨国公司功能管理策略，母子公司管理，多元
文化管理，中国跨国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强永昌教授博导 
程大中教授博导  

5 国际服务贸易 
服务经济特征，服务生产与流通规律，国际服务，贸易与投资
理论，服务市场开放效应等 

尹翔硕教授博导 
强永昌教授博导 
程大中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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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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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Managing Across Border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略 
略 
略 
Bartlett & Ghoshal 
Krugman & Obstfeld 

  

2 

International Trade: Selected Readings 
International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国际商务管理 
高级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教程 

Bhagwati 
Borkakoti 
薛求知 
巴格瓦蒂等 
尹翔硕 

  

3 
世界经济杂志 
国际贸易杂志 
国际贸易问题杂志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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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 020209015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博士生，应该能掌握数量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扎实的理论知识，具有教
强的数量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具备较强的数量经济分析的应用能力，能
运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最优化理论等，进行比较深入的经
济理论和实证研究。适合从事高等学校数量经济学专业及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和科研
工作，适合从事经济、政府部门的研究、管理、经营、开发工作。属于具有较高适应
度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⑴ 开展理论研究，训练写作能力，在学期间，应按要求，在规定的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⑵ 在学期间安排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⑶ 协助导师进行科研工作，并争取申请到科研课题，训练科研组织和研究能力。 
⑷ 根据需要，带领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组织能力和调查分析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开学第二周； 
2．考试内容及方式： 
《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 
每门60分及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硕博连读生申请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表现良好，在业务方面须表现突出，且达到以下
条件： 
（一）已经基本完成本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除学位论文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课
程学习（必修课必须在二年级上学期前完成，个别尚未完成的选修课应于二年级下学
期修读）、实践、学术活动等，成绩优良，课程考试成绩必须达到C及C以上。 
（二）所修课程中的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成绩，必须达到B及B以上，且A多于B。若不
能满足此项条件，必须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或奖项，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二作者身份，在我院教师职称评定规则认可
的核心或权威期刊、或其他CSSCI刊物正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南京大学“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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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或作者署名列首或按多作者姓氏字母排列，
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1篇及以上文章者。 
2．获得与学术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国家级一等奖排前
三名；国家级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前两名；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排第一
名。 
（三）其他条件必须满足学校的相关要求。 
（四）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面试考核。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 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⑵ 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本学科点博士生指导小组审
核通过，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⑶ 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⑷ 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⑸ 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⑹ 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
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⑺ 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少于两年。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 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阅读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⑵ 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本
的了解； 
⑶ 在本学科领域内能作为学术骨干带动其他人开展专题学术研究； 
⑷ 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⑸ 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科研； 
⑹ 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⑺ 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能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三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计量经济方法
和模型 

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 
计量经济模型；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趋势进行预测； 

谢识予教授博导  

2 数量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定量分析； 
微观经济定量分析； 
金融数量分析； 
产业经济定量分析； 
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和实证研究； 
区域经济问题定量分析； 
城市经济问题定量分析； 
科技经济问题定量分析； 
劳动经济问题定量分析； 
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 

谢识予教授博导 
  

3 
博弈论和信息
经济学 

非合作博弈理论和应用； 
合作博弈理论和应用； 
信息经济学和应用； 
实验经济学和应用； 
行为金融学； 

谢识予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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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830075 高级计量经济学（Ⅱ）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6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7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6 公司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1 社会主义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3 世界经济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4 欧洲一体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5 高级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08 数量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1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4 经济思想史比较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19 城市经济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0 区域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1 国际金融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2 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4 金融市场学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5 金融政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27 金融博弈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29 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1 国际金融市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2 东亚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4 金融风险管理研究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6 公司与组织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37 博弈理论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2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3 俄罗斯经济转型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7 

国际贸易政策与制度专
题（高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8 当代中国经济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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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9 

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和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5 高级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6 

现代资本市场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7 时间序列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69 

比较政治体制与经济发
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4 

微观金融结构论文研读
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9 企业国际化专题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0 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830081 金融史方法与文献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经济学季刊 
金融研究 
 

中国社科院数量所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北京大学 
中国金融学会 
 

  

2 

管理世界 
计量经济学 
经济博弈论（第二版） 
计量经济学（第二版） 
高级计量经济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唐国兴/复旦大学出版社 
谢识予/复旦大学出版社 
谢识予/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识予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3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Econometrica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周惠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欧阳明、袁志刚/上海人民出版
社 
略 
略 
略 
 

  

4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Experimen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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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硕博连读） 020999a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科学发展观，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级经济学专门人才。 
参加硕博连读项目学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五年，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要求学位获得者
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了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发展动态，具有系统的高
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研究的
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技能。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熟练地
掌握现代经济学方法和技术，能够独立地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某一专门领域有
深入的、开创性的研究，并提出独具己见的观点。毕业后具有与经济学相关各领域从
事高级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 
若中途退出该项目，可申请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两年半。要求学位获得者掌握扎实、系统的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的技能。熟
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较熟练地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和技术，分
析理论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毕业后具有在相关领域工作和研究的基
本能力，能够进一步深造，具有攻读博士学位的良好基础。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5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7 20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除了课程学习和学分的基本要求之外，还需选修两门经济学讲座课程。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4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在学期间通过担任助教，训练教学和与学生沟通相处的能力。 
（2）在学期间安排1-2次专题学术讲座，训练理论的概括、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请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资格考试时间：一年级末（夏天）。 
资格考试不通过者或放弃资格考试者，再用一年半时间修完硕博连读班安排的其余课
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硕士学位。 
资格考试通过者在项目的第二年修完其余课程。 
资格考试有一门课二试均不通过者，硕博连读资格将被取消。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每年春季由项目委员会主任指定本学年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资格考试
委员会。委员会各由本院三位相关教师组成，负责出题，阅卷，决定考试成绩，是否
通过，并报项目委员会。 
（2）考试科目：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分析 
（3）第一学年六门核心课中宏观经济分析（一，二），微观经济分析（一，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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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均为及格以上者获得资格考试资格。 
（4）考试日期（暂定）： 
初试：期末考试以后的第三周。 
二试：九月第一个星期。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是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较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由研究生
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4）论文必须观点鲜明，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
畅； 
（5）论文字数要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2、博士学位论文 
（1）在明确论文选题之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状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选题应是本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的问题； 
（2）论文的写作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并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的学术见解，具有开拓性； 
（4）论文的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可靠，资料要具有权威性，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0万字； 
（6）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应达到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或国内权威期刊上
发表的水平；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硕士生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2）能独立开展经济学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搜集资料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2、博士生 
（1）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对所阅读的参考书有较强的评析能力； 
（2）对本学科的前沿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一级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也有基
本的了解； 
（3）能运用第一外语阅读外文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4）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际知名期刊或国内权威期刊发表的水平。 
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请见学院规定。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项目进程： 
入学后，统一培养，不分专业（以下列出的只是专业课程，公共必修课的要求按学校
的统一规定）。 
第一年第一学期：修完三门核心课 - 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一），微观经济
分析（一）。 
第一年第二学期：修完三门核心课 - 宏观经济分析（二），微观经济分析（二），
计量经济学（一）。 
一年级末（夏天）：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不通过者或放弃资格考试者，再用一年半时间修完硕博连读班安排的其余课
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硕士学位。 
资格考试通过者在项目的第二年修完其余课程。 
第三学期（12月份）：选定博士论文方向，导师，论文指导委员会（由三名本院教授，
一名非本院教授组成）。与此同时确定二级学科的专业，在博士招生系统报名。在此
之前学生不定论文方向及指导老师。 
第三年下或第四年上：通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六年内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博士导师 
（1）两门资格考试均通过者在第二年末或第三年初由双向选择确定研究方向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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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2）现有博士生导师均有资格成为硕博连读生导师。 
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1）学生在第三年下或第四年上必须向项目秘书递交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2）项目秘书召集由论文指导委员会参加的开题报告会，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最多
一人缺席。 
（3）开题报告由博士生导师及两位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签字通过。 
（4）第一次开题报告不通过者必须在第四年结束前作第二次开题报告。 
（5）第二次开题报告不通过者终止博士获取资格。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1）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论文指导委员会及一名外校教授组成。 
（2）答辩程序按复旦大学现行规则。 
退出项目 
以下四种情况发生，硕博连读资格将被取消。 
（A）一年级末，宏观经济分析（一，二），微观经济分析（一，二）四门核心课中
有一门课不及格。 
（B）资格考试有一门课二试均不通过。 
（C）开题报告两次均不通过。 
（D）博士论文答辩不通过（按学校博士论文答辩规则界定）。 
硕博连读资格被取消者仍有机会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自愿退出项目 
（1）硕博连读生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从硕博连读项目中自愿退出。 
（2）硕博连读生从硕博连读项目中自愿退出者仍有机会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
位。 
硕士学位 
硕博连读生从硕博连读项目中退出（自愿或非自愿）但满足以下条件者可获得复旦大
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退出后，可在理论经济学专业范围内，根据双向选择确定导师及
专业。 
（A）硕博连读班安排的所有课程，成绩及格； 
（B）硕士论文答辩通过。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政治经济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2 经济思想史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3 西方经济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4 世界经济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5 区域经济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6 金融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7 产业经济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8 国际贸易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9 数量经济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ECON620043 
计量经济学（二）——
时间序列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0 微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1 微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2 宏观经济分析（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3 宏观经济分析（二）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4 计量经济学（一）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5 数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6 合约理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7 博弈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8 金融学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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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1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0 金融学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5 非参数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6 微观经济学实证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CON630176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7 高级宏观经济学专题二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1 

经管类研究生学术论文
写作理论及实践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82 产业组织：实证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et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finance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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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020200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
研究型学者。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8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承担一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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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产业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前沿；能够熟练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对中国
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进行独立的深入研究。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
人）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
行）。 

 

八、 学习年限  
 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产业组织与规
制 

产业组织与规制研究内容主要研究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产业
竞争行为及产业运行绩效。重点内容包括：个别产业的SCPR分
析；双边市场理论与应用；技术创新网络理论与应用；产业链
控制与整合策略；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与规制；产业竞争与行
为博弈；互联网思维与产业转型。 

骆品亮教授博导 
郁义鸿教授博导  

2 
产业与企业发
展 

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内容主要有：产业发展动态演化，产业竞
争力理论与估值，产业革命及其影响，产业链变动与治理，产
业创新与企业行为，企业成长知识基础论，企业发展战略与管
理，知识与企业家成长，产业发展与企业转型，产业生态系统
与产业，企业成长。 

芮明杰博导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071 管理学前沿讲座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830074 实证产业组织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5 契约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6 规制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5 产业发展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01 知识管理与创新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2 管理研究的哲学体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产业经济学》（卷一）  

石磊、寇宗来，2003/上海三联
出版社 

必读  

2 《产业制胜——产业视角的企业战略》  
芮明杰、余光胜，1999/浙江人
民出版社 

选读  

3 《产业组织理论》1997年版 
[法]泰勒尔著、张维迎总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4 《现代产业组织》1998年版 
[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
佩罗夫著，黄亚钧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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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美]卡布尔，2000，于立等译/
中国税务出版社 

必读  

6 《微观规制经济学》 
[日]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 

必读  

7 《反托拉斯经济学》 
[美]奥里弗•E•威廉姆森，1999，
张群群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选读  

8 《产业经济学与组织》（上、下册） 
[英]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
著，种鸿钧等译，张维迎校/经
济科学出版社2001 

必读  

9 《博弈论》 
D•Fudenberg,J•Tirole，原著
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必读  

10 《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 
W. Kip Viscusi等，原著2000
年/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必读  

11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Schmalensee R.Willig（ed.） 
1989./Elsevier Science 

选读  
12 《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理论与策略》 芮明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必读  
1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张维迎，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 必读  

14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rkets and 
Strategies, 2nd Edition 

Paul Belleflamme, and Martin 
Peitz, 20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15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ition 

Don E. Waldman,and Elizabeth 
J. Jensen, 2013, Pearson 

必读  

16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Robert Gibbons, and John 
Roberts, 201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17 Game Theory 

Michael Maschler, Eilon 
Solan, and Shmuel Zamir, 
20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18 
The Art of Strategy: A Game Theorist’s Guide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Life 

Avinash K. Dixit, and Barry 
J. Nalebuff, 2008, Norton 

必读  

19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选择 
芮明杰.上海辞书出版
社,2013. 

选读  

20 高级产业经济学 
斯蒂芬·马丁.高级产业经济
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必读  

21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1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D. Willig, 1989, 
Elsevier 

必读  

22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2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D. Willig, 1989, 
Elsevier 

必读  

23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3
Mark Armstrong, and Robert 
H. Porter, 2007, Elsevier 

必读  

24 Contract Theory 
Patrick Bolton,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2005, The MIT 
Press 

必读  

25 Games of Strategy, 4th Edition 
Avinash K. Dixit, Susan 
Skeath, and David H. Reiley, 
Jr. 2015, Norton 

必读  

26 Auction Theory, 2nd Edition 
Vijay Krishna, 2010, 
Academic Press 

必读  

27 
Matchmakers: 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David S.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2016, Ha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选读  

28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Them Work for You 

Geoffrey G. Paker, Marshall 
W. Van Alstyne, and Sangeet 
Paul Choudary, 2016, Norton 

选读  

29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5th 
Edition 

Lynne Pepall, Dan Richards, 
and George Norman, 2014, 
Wiley 

必读  

30 
Natural Monopoly Regul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Sanford V. Berg, and John 
Tschirhart, 19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31 产业经济学（第二版） 
芮明杰.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12. 

必读  
32 产业组织：市场和策略 贝拉弗雷姆.格致出版社.2015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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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硕博连读） 020200a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管理学院各所在研究领域具有国际视野、思维开阔、全面掌握科学研究方
法、富有潜力且占据国内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学者，他们在完成博士学习后，要成为中
国优秀高校新一代师资，成为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研究团队的骨
干，或成为行业顶尖企业附属研究机构的高级专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6 1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4 11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在转博前承担1次本科课程的助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后承担1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鉴于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后，学生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拟安排指导学生的案例写作以及
助教、co-teacher的培训工作。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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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产业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前沿；能够熟练运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对中国
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中的科学问题进行独立的深入研究。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
人）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
行）。 

 

八、 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总年限是5-6年，其中硕士阶段2年，博士阶段是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产业组织与规
制 

产业组织与规制研究内容主要研究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产业
竞争行为及产业运行绩效。重点内容包括：个别产业的SCPR分
析；双边市场理论与应用；技术创新网络理论与应用；产业链
控制与整合策略；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与规制；产业竞争与行
为博弈；互联网思维与产业转型。 

骆品亮教授博导 
郁义鸿教授博导  

2 
产业与企业发
展 

产业与企业发展研究内容主要有：产业发展动态演化，产业竞
争力理论与估值，产业革命及其影响，产业链变动与治理，产
业创新与企业行为，企业成长知识基础论，企业发展战略与管
理，知识与企业家成长，产业发展与企业转型，产业生态系统
与产业，企业成长。 

芮明杰博导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MANA620071 管理学前沿讲座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9 微观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2 高级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3 计量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44 计量经济学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5 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6 企业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7 应用随机过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1 产业组织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830074 实证产业组织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5 契约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6 规制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5 产业发展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01 知识管理与创新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2 管理研究的哲学体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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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张维迎，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产业经济学》（卷一）  

石磊、寇宗来，2003/上海三联
出版社 

必读  

3 《产业制胜——产业视角的企业战略》  
芮明杰、余光胜，1999/浙江人
民出版社 

选读  

4 《产业组织理论》1997年版 
[法]泰勒尔著、张维迎总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5 《现代产业组织》1998年版 
[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
佩罗夫著，黄亚钧等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选读  

6 《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 
[美]卡布尔，2000，于立等译/
中国税务出版社 

必读  

7 《微观规制经济学》 
[日]植草益著、朱绍文等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 

必读  

8 《反托拉斯经济学》 
[美]奥里弗•E•威廉姆森，1999，
张群群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选读  

9 《产业经济学与组织》（上、下册） 
[英]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
著，种鸿钧等译，张维迎校/经
济科学出版社2001 

必读  

10 《博弈论》 
D•Fudenberg,J•Tirole，原著
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必读  

11 《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 
W. Kip Viscusi等，原著2000
年/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必读  

12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Schmalensee R.Willig（ed.） 
1989./Elsevier Science 

选读  
13 《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理论与策略》 芮明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必读  

14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rkets and 
Strategies, 2nd Edition 

Paul Belleflamme, and Martin 
Peitz, 20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15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ition 

Don E. Waldman,and Elizabeth 
J. Jensen, 2013, Pearson 

必读  

16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 
Robert Gibbons, and John 
Roberts, 201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17 Game Theory 

Michael Maschler, Eilon 
Solan, and Shmuel Zamir, 
20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18 
The Art of Strategy: A Game Theorist’s Guide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Life 

Avinash K. Dixit, and Barry 
J. Nalebuff, 2008, Norton 

必读  

19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选择 
芮明杰.上海辞书出版
社,2013. 

选读  

20 高级产业经济学 
斯蒂芬·马丁.高级产业经济
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必读  

21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1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D. Willig, 1989, 
Elsevier 

必读  

22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2
Richard Schmalensee, and 
Robert D. Willig, 1989, 
Elsevier 

必读  

23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3
Mark Armstrong, and Robert 
H. Porter, 2007, Elsevier 

必读  

24 Contract Theory 
Patrick Bolton, and Mathias 
Dewatripont, 2005, The MIT 
Press 

必读  

25 Games of Strategy, 4th Edition 
Avinash K. Dixit, Susan 
Skeath, and David H. Reiley, 
Jr. 2015, Norton 

必读  

26 Auction Theory, 2nd Edition 
Vijay Krishna, 2010, 
Academic Press 

必读  

27 
Matchmakers: 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David S. 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2016, Ha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选读  

28 
Platform Revolution: How Networked 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How to Make 

Geoffrey G. Paker, Marshall 
W. Van Alstyne, and Sangeet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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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Work for You Paul Choudary, 2016, Norton 

29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5th 
Edition 

Lynne Pepall, Dan Richards, 
and George Norman, 2014, 
Wiley 

必读  

30 
Natural Monopoly Regul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Sanford V. Berg, and John 
Tschirhart, 19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31 产业经济学（第二版） 
芮明杰.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12. 

必读  
32 产业组织：市场和策略 贝拉弗雷姆.格致出版社.2015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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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硕博连读） 070103025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管理学院各所在研究领域具有国际视野、思维开阔、全面掌握科学研究方
法、富有潜力且占据国内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学者，他们在完成博士学习后，要成为中
国优秀高校新一代师资，成为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研究团队的骨
干，或成为行业顶尖企业附属研究机构的高级专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2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5 15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9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在转博前承担1次本科课程的助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前完成1次学院规定的扶贫支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后承担1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鉴于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后，学生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拟安排指导学生的案例写作以及
助教、co-teacher的培训工作。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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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扎实而宽广的数理基础，了解现代统计学的思想精髓，对现代统计学的某个研究
领域的国际研究前沿有深入的了解。并能独立开展研究工作。能够熟练的运用现代统
计方法与模型及统计软件，独立分析实际数据，解决实际问题。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人）
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行）。 

 

八、 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总年限是5-6年，其中硕士阶段2年，博士阶段是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应用随机过程 

主要研究对随机过程进行统计推断的统计方法，并应用随机过
程对金融高频数据进行建模和统计分析 

张新生博导教授  

2 数理统计 
主要研究统计推断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高维数据和大数据的
统计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朱仲义博导教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MANA620099 微观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2 高级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3 高等概率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4 高等数理统计（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8 高等数理统计（二） 管理学院 3 51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44 计量经济学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53 线性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7 应用统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7 统计计算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830078 现代统计方法专题（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9 
现代统计方法专题
（II ）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3 大样本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Regression Modeling Strateg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Linear Models,Logistic and 
Ordinal Regression,and Survival Analysis, 
2nd Edition 

Harrell, F. E., 2015， 
Springer 

选读  

2 
Nonparametric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Li, Q. and Racine, J. S., 
200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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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nd Edition 
Givens, G.H. and Hoeting, J. 
A., 2013, John Wiley & Sons

必读  

4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nd ed. Shao, J. Springer, 2003 选读  

5 Asymptotic Statistics 
van der Vaart, A. W., 199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选读  

6 
R in Action: Data Analysis and Graphics with 
R, 2nd Edition 

Kabacoff, R. I., 2015, 
Springer 

选读  

7 
Statistical Learning with Sparsity: the 
Lasso and Generalizations 

T. Hastie, R. Tibshirani, 
and M. Wainwright, 2015, CRC 
Press 

选读  

8 Theory of Point Estimation, 2nd ed. 
Lehmann, E. L. and Casella, 
G., 1998, Spinger-Verlag 

选读  

9 Testing Statistical Hypotheses, 3rd ed 
Lehmann, E. L. and Romano, J. 
P. Springer, 2005. 

选读  

10 高等数理统计学 
陈希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
版社，2009 

选读  

11 Elements of Large-Sample Theory 
Lehmann, E. L. Springer, 
1999. 

选读  

12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rd Edition 

Anderson, T. W., 2003, John 
Wiley & Sons 

选读  

13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and Bayesian 
Analysis 

James O. Berger, Springer 选读  

14 Essentials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Young, G. A. and Smith, R. 
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选读  

15 Statistical Inference, 2nd Edition 
Casella, G. and Berger, R. L. 
Duxbury Press, 2002. 

必读  

16 Bootstrap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A.C.Davison and D. V. 
Hink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必读  

17 Statistics for High-Dimensional Data 
Peter Buhlmann, Sara Van de 
Geer, Springer, New York, 
2011. 

必读  

18 Probability Essentials 
Jacod, J. & Protter, P.,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0） 

必读  

19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Basic Ideas and 
Selected Topics (Vol. 1 and 2)， 2nd 

Bickel, P.J. and Doksum, 
K.A., 2015, CRC Press 

必读  

20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2nd 
Edition 

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 2009, 
Springer 

必读  

21 Large Sample Techniaues for Statistics Jiang, J., 2010, Springer 必读  
22 Measure Theory and Probability Theory 

Athreya, K. B. and Lahiri, S. 
N., 2006, Springer 

选读  

23 Bayesian Data Analysis, 3rd Edition 

Gelman, A., Carlin, J. B., 
Stern, H. S., Dunson, D. B., 
Vehtari, A. and Rubin, D. B., 
2014, CRC Press 

选读  

24 A Course in Large Sample Theory 
Ferguson, T.S., 1996, CRC 
Press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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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
研究型学者。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承担一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管科： 
1.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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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得设计和分析复杂问题的经验和能力。 
3.掌握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思路。 
4.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并经常结合实践反思，将理论更好地与实
践结合。 
5.善于对实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进行建模，并且能用本学科中学到的技巧对问题进行
求解。 
6.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在国际三级或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 
 
信管： 
1.熟练掌握2-3中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仍能独立运用
研究方法完成新的项目 
2.对信息管理的一个或以上重要分支有深入研究，能合理地做文献批判，并能提出自
己有创意的新问题，展开新研究。                                                                                                     
3.在与信息管理相关的国际SCI期刊中能够以重要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人）
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行）。

八、 学习年限  
 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工程与管理决策、系统动力学 
徐以汎教授博导 
胡建强教授博导 
胡奇英教授博导 

 

2 
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 

运营管理理论和应用、决策理论和决策支持系统、企业物流和
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 

徐以汎教授博导 
胡建强教授博导 
胡奇英教授博导 

 

3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1.企业IT战略与IT治理：企业的IT战略规划、实施与IT在企业
内部、跨企业合作中的治理问题 
2.电子商务与新媒体：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电子商
务、移动商务、社会商务、全渠道、全产业链管理 
3.商务分析与大数据：基于数据科学的商务决策分析与决策支
持 

黄丽华教授博导 
刘杰教授博导 
凌鸿教授博导 
张成洪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071 管理学前沿讲座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6 动态随机决策与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7 整数规划和动态规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30066 风险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1 金融优化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5 决策科学与商务智能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6 

数字化组织前沿研究专
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7 IT管理研究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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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830058 现代分析专题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9 决策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0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6 投资组合与衍生产品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8 服务与收益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0 生产计划与库存理论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2 管理研究的哲学体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Interfaces INFORMS 选读  
2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业评论）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社 选读  
3 Business Review（商业评论） 社会科学文献 选读  

4 Convex Optimization  
Stephen Boyd and Lieven 
Vandenberg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5 Operations Research INFORMS 选读  
6 Management Science INFORMS 选读  
7 Queueing Systems Wiley-Interscience 必读  
8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F.S. Hillier and G.J. 
Lieberman 

必读  

9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nd 
Complexity 

Christos H. Papadimitriou / 
Kenneth Steiglitz  

必读  
10 Linear Programming Vasek Chvatal 必读  

11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upply Chain 
Analysis: Modeling in the E-Business Era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upply Chain Analysis: 
Modeling in the E-Business 
Era 

必读 
 

 

12 Integer and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G.L. Nemhauser and L.A. 
Wolsey 

必读  
13 Convex Optimization Theory Dimitri P.Bertsekas 必读  
14 A First Course in Optimization Theory  Rangarajan K. Sundaram 必读  
15 Integer Programming Laurence A. Wolsey 必读  
16 

COMPUTERS AND INTRACTABILITY 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NP-Completeness 

Michael R. Garey / David S. 
Johnson 

必读  
17 Approximation Algorithms Vijay V. Vazirani  必读  
18 Integer and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Laurence A. Wolsey , George 
L. Nemhauser  

必读  
19 Scheduling: Theory, Algorithms and Systems Michael Pinedo  必读  
20 Foundations of Inventory Management Paul H.Zipkin 必读  
21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FORMS   选读  

22 
Markov Decision Processes: Discrete 
Stochastic Dynamic Programming 

John Wiley & Sons, Inc. 必读  

23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24 Nonlinear Programming: Theory and Algorithms Mokhtar S. Bazaraa 必读  
25 Risk Managemen 

Michel Crouhy, Dan Galai, 
Robert Mark 

必读  

26 
Markov Decision Processes: Discrete 
Stochastic Dynamic Programming 

Puterman, M. L（John Wiley & 
SOns,INC） 

必读  

27 博弈论 
朱•费登博格，让•梯若尔（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28 产业组织理论 
让•泰勒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必读  

29 Introduction to Linear Optimization 
Dimitris Bertsimas,John N. 
Tsitsiklis 

必读  

30 社会调查设计与数据分析:从立题到发表 
徐云杰（2011），重庆大学出
版社 

必读  

31 
A Glorious and Not-So-Short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Field 

Rudy Hirschheim, Heinz K. 
Klein,  (2012),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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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ystems 

32 管理信息系统 
肯尼斯 C.劳顿，简 P.劳顿著；
薛华成译 

必读  

33 计量经济学导论 
伍德里奇(2003)，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必读  

34 心理学研究方法 
拉里.克里斯腾森（2005），北
京大学出版社 

选读  

35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5th 
Edition 

Robert K. Yin, SAGE 
Publications, Inc; 5 edition 
(May 10, 2013) 

选读  

36 
Firm-level Benefits of IT-enabled Resources: 
A Conceptual Extension and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Saggi Nevo and Michael Wade,  
(2011),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必读  

37 
Media, Tasks,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A 
Theory of Media Synchronicity 

Alan R. Dennis, Robert M. 
Fuller, and Joseph S. 
Valacich, (2008) 32(3), MISQ 

必读  

38 
Trust and Satisfaction, Two Stepping Stones 
for Successful E-commerce Relationships: A 
Longitudinal Exploration 

Dan J. Kim;  Donald L. 
Ferrin;  H. Raghav Rao, 
（2010）, ISR 

必读  

39 
Towar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ystem Usage 
in Organization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December 2007 

Andrew Burton-Jones and 
Michael J. Gallivan, (2007), 
31(4), MISQ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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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博连读） 120100a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管理学院各所在研究领域具有国际视野、思维开阔、全面掌握科学研究方
法、富有潜力且占据国内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学者，他们在完成博士学习后，要成为中
国优秀高校新一代师资，成为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研究团队的骨
干，或成为行业顶尖企业附属研究机构的高级专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2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6 1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在转博前承担1次本科课程的助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前完成1次学院规定的扶贫支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后承担1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鉴于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后，学生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拟安排指导学生的案例写作以及
助教、co-teacher的培训工作。 
2、分流处理 
未通过资格考试，但尚可以作为硕士生进行培养的学生，进行分流处理。分流硕士总
学制4年，在资格考试结束后需选择修读《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管科1）/《供应链
管理》（管科2）和相关专业方向的1门2-3学分的MBA课程，通过双向选择确定硕士生
导师后开题，鼓励但不要求必须发表学术论文，完成应用型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并
通过答辩后授予科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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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管科： 
1.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及能力。 
2.获得设计和分析复杂问题的经验和能力。 
3.掌握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思路。 
4.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并经常结合实践反思，将理论更好地与实
践结合。 
5.善于对实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进行建模，并且能用本学科中学到的技巧对问题进行
求解。 
6.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在国际三级或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 
 
信管： 
1.熟练掌握2-3中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仍能独立运用
研究方法完成新的项目 
2.对信息管理的一个或以上重要分支有深入研究，能合理地做文献批判，并能提出自
己有创意的新问题，展开新研究。                                                                                                     
3.在与信息管理相关的国际SCI期刊中能够以重要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
人）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
行）。 

 

八、 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总年限是5-6年，其中硕士阶段2年，博士阶段是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工程与管理决策、系统动力学 
徐以汎教授博导 
胡建强教授博导 
胡奇英教授博导 

 

2 
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 

运营管理理论和应用、决策理论和决策支持系统、企业物流和
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 

徐以汎教授博导 
胡建强教授博导 
胡奇英教授博导 

 

3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1.企业IT战略与IT治理：企业的IT战略规划、实施与IT在企业
内部、跨企业合作中的治理问题 
2.电子商务与新媒体：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电子商
务、移动商务、社会商务、全渠道、全产业链管理 
3.商务分析与大数据：基于数据科学的商务决策分析与决策支
持 

黄丽华教授博导 
刘杰教授博导 
凌鸿教授博导 
张成洪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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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MANA620003 应用随机过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71 管理学前沿讲座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9 微观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2 高级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3 计量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64 凸分析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67 线性最优化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68 非线性最优化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32 离散事件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6 动态随机决策与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7 整数规划和动态规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39 组合优化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4 计量经济学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5 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6 企业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7 应用随机过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8 运筹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4 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30066 风险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1 金融优化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5 决策科学与商务智能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6 

数字化组织前沿研究专
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7 IT管理研究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8 现代分析专题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59 决策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0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6 投资组合与衍生产品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8 服务与收益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830130 生产计划与库存理论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2 管理研究的哲学体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Interfaces INFORMS 选读  
2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业评论）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社 选读  
3 Business Review（商业评论） 社会科学文献 选读  

4 Convex Optimization  
Stephen Boyd and Lieven 
Vandenberg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5 Operations Research INFORMS 选读  
6 Management Science INFORMS 选读  
7 Queueing Systems Wiley-Interscience 必读  
8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F.S. Hillier and G.J. 
Lieberman 

必读  

9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nd 
Complexity 

Christos H. Papadimitriou / 
Kenneth Steiglitz  

必读  
10 Linear Programming Vasek Chvatal 必读  
11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upply Chain 
Analysis: Modeling in the E-Business Era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upply Chain Analysis: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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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in the E-Business 
Era 

12 Integer and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G.L. Nemhauser and L.A. 
Wolsey 

必读  
13 Convex Optimization Theory Dimitri P.Bertsekas 必读  
14 A First Course in Optimization Theory  Rangarajan K. Sundaram 必读  
15 Integer Programming Laurence A. Wolsey 必读  
16 

COMPUTERS AND INTRACTABILITY A Guide to the 
Theory of NP-Completeness 

Michael R. Garey / David S. 
Johnson 

必读  
17 Approximation Algorithms Vijay V. Vazirani  必读  
18 Integer and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Laurence A. Wolsey , George 
L. Nemhauser  

必读  
19 Scheduling: Theory, Algorithms and Systems Michael Pinedo  必读  
20 Foundations of Inventory Management Paul H.Zipkin 必读  
21 

Manufacturing & Service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FORMS   选读  

22 
Markov Decision Processes: Discrete 
Stochastic Dynamic Programming 

John Wiley & Sons, Inc. 必读  

23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24 Nonlinear Programming: Theory and Algorithms Mokhtar S. Bazaraa 必读  
25 Risk Managemen 

Michel Crouhy, Dan Galai, 
Robert Mark 

必读  

26 
Markov Decision Processes: Discrete 
Stochastic Dynamic Programming 

Puterman, M. L（John Wiley & 
SOns,INC） 

必读  

27 博弈论 
朱•费登博格，让•梯若尔（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28 产业组织理论 
让•泰勒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必读  

29 Introduction to Linear Optimization 
Dimitris Bertsimas,John N. 
Tsitsiklis 

必读  

30 社会调查设计与数据分析:从立题到发表 
徐云杰（2011），重庆大学出
版社 

必读  

31 
A Glorious and Not-So-Short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Field 

Rudy Hirschheim, Heinz K. 
Klein,  (2012),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必读  

32 管理信息系统 
肯尼斯 C.劳顿，简 P.劳顿著；
薛华成译 

必读  

33 计量经济学导论 
伍德里奇(2003)，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必读  

34 心理学研究方法 
拉里.克里斯腾森（2005），北
京大学出版社 

选读  

35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5th 
Edition 

Robert K. Yin, SAGE 
Publications, Inc; 5 edition 
(May 10, 2013) 

选读  

36 
Firm-level Benefits of IT-enabled Resources: 
A Conceptual Extension and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Saggi Nevo and Michael Wade,  
(2011),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必读  

37 
Media, Tasks,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A 
Theory of Media Synchronicity 

Alan R. Dennis, Robert M. 
Fuller, and Joseph S. 
Valacich, (2008) 32(3), MISQ 

必读  

38 
Trust and Satisfaction, Two Stepping Stones 
for Successful E-commerce Relationships: A 
Longitudinal Exploration 

Dan J. Kim;  Donald L. 
Ferrin;  H. Raghav Rao, 
（2010）, ISR 

必读  

39 
Towar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ystem Usage 
in Organization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December 2007 

Andrew Burton-Jones and 
Michael J. Gallivan, (2007), 
31(4), MISQ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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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120200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
研究型学者。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7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承担一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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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
人）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
行）。 

八、 学习年限  
 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战略管理与国
际商务 

主要研究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及效果方面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进展，并对企业开展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方面的理论和
实践进行研究。 

薛求知教授博导 
李元旭教授博导 
项保华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张青教授博导 

 

2 
组织行为学与
人力资源 

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个体层面及组织
层面的最新理论研究方向和企业实践。 

苏勇教授博导 
胡君辰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谢晋宇教授博导 
 

 

3 
东方管理与企
业文化 

主要关注传统和现代东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企业文化的
融入等方面，及其所产生的对企业实践的影响。 

苏勇教授博导 
王家瑞教授博导 
 

 

4 会计学 会计与资本市场、管理会计、会计准则 

吕长江教授博导 
陈超教授博导 
洪剑峭教授博导 
原红旗教授博导 
 

 

5 财务学 
公司理财，资本市场投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衍生证券，
行为金融，国际财务管理，兼并与收购等。 

孙谦教授博导 
王克敏教授博导 
孔爱国教授博导 
徐剑刚教授博导 
范龙振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马成虎教授博导 
 

 

6 市场营销 消费者行为、定量营销模型、服务营销、营销战略 

陆雄文教授博导 
范秀成教授博导 
黄沛教授博导 
蒋青云教授博导 
 

 

7 
技术经济及管
理 

①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主要研究内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管理、技术开发项目管理、
创新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②技术创业 
 主要研究内容：企业内部创业、创业融资、创业企业管理。 
 
③创业投资 
 主要研究内容：创业资本市场、技术转移与中介、创业投资
项目管理。 

宁钟教授博导 
李旭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071 管理学前沿讲座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75 实证会计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20023 跨国公司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2 科技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3 技术创业与项目投融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4 新产品开发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432



·433· 

MANA830071 衍生证券和固定收益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2 投资分析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3 金融工程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0 组织行为学专题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1 

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
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2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4 

东方管理名著选读与理
论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5 
东西方管理比较与东方
管理实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6 
人本理论和管理心理研
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7 解析会计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9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0 财务金融专题研讨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1 营销前沿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2 消费者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3 营销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6 战略理论专题研讨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8 国际商务管理专题研究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00 

会计、审计与资本市场
专题讨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1 金融市场和机构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2 管理研究的哲学体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Ball and Brow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968), pp.159-178 

必读  

2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I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Watts, R.L. /Accounting 
Horizons; 
(September/December),2003 

必读  

3 会计信息与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 
陆正飞姜国华张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 

必读  

4 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经典文献导读 
陆正飞姜国华张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 

必读  

5 
Market Reaction to the Adoption of IFRS in 
Europ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5 
Issue 1, p31-61，2010 

选读  

6 
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information in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about future 
earnings? 

Sloan, R.G./The Accounting 
Review (July 1996): 289-315. 

选读  

7 
Value relevance of FAS No. 157 fair value 
hierarchy inform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CJ Song, WB Thomas, H Yi -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选读  

8 
Do firms manage earnings to meet dividend 
thresholds?  
 

Danel,N.D., D.J.Denis, AND 
l.Navee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2-26， 2008 

选读  

9 
The contracting benefit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o lenders and borrowers 
 

Zhang Jiey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27-54 

选读  

10 
Using daily stock returns: the case of event 
studies 
 

Brown, S.J. and J.B. 
Warner/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March 1985): 
3-32. 

选读  

11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Darrell Duff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rd 
Revised edition (2001年10月
1日), ISBN: 069109022X 

选读  

12 
Investments 
 

Zvi Bodie, Alex Kane , Alan 
J. Marcus, Bruce Swensen,  
Mcgraw-Hill College (2008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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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ISBN: 007336357X 

13 
The New Corporate Finance: Where Theory Meets 
Practice 
 

Donald H. Chew,  
McGraw-Hill/Irwin, 3rd 
edition (2000-8-24), ISBN: 
978-0072339734 

必读  

14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Jean Ti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2006-1-1) , ISBN: 
978-0691125565  

必读  

15 
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John Y. Campbell, Andrew W. 
Lo, A. Craig 
MacKinla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96-12-09) , ISBN: 
978-0691043012  

选读  

16 当代西方管理学流派 苏勇（2007） 选读  
17 

公司文化 
 

阿伦.肯尼迪等著，三联书店 选读  

18 
竞争战略 
 

麦克尔.波特著，华夏出版社 选读  

19 
企业文化：排除企业成功的潜在障碍 
 

杰克琳.谢瑞顿等著,上海人民
出版社 

选读  

20 
追求卓越 
 

托马斯.彼得斯等著，企业管理
出版社 

选读  

21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7th 
edition,2015年版) 

William R.Scott/Pearson 
Prentice Hall 

必读  

22 
The quality of accruals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accrual estimation errors 

Dechow, P.M. and I.D. 
Dichev/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 supplement): 
35-59. 

必读  

23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Daniel A.Cohen, 
PaulZarowi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0 
(2010) 2–19 

选读  

24 

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Dechow Patricia, Weili Ge, 
Catherine Schrand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0 (2010) 344–401 

选读  

25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Burgstahler D. and I. 
Dichev/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1997 

选读  

26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 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Holthausen, R.W. and R.L. 
Watts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1): 3-76. 

选读  

27 Asset Pricing 

John H. Cochr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2005年1月3日), 
ISBN: 0691121370 

必读  

28 
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品(第7版) 
 

约翰•赫尔 (John Hull) ,  清
华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1
年7月1日), ISBN: 
9787302258735 

选读  

29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Tools for Today's 
Markets 

Bruce Tuckman, Angel Serrat， 
Wiley; 3 (2011年11月8日), 
ISBN: 0470891696 

选读  

30 高级资产定价理论 
马成虎，2010.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选读  

31 Financial Markets and Corporate Strategy 

Grinblatt, Mark and Titman, 
Sheridan,  
McGraw-Hill/Irwin, 2nd 
edition (2001-10-16), ISBN: 
978-00722943304.  

选读  

32 
Handbook of Corporate Finance: Empirical 
Corporate Finance 

B. Espen Echbo,  North 
Holland, Volume 1&2, 1st 
edition (2007-6-4), ISBN: 
978-0444508980  

选读  

33 公司财务原理（原书第9版） 
方曙红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2010-9-1），ISBN：
9787111315919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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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业成长战略 
小乔治.斯托尔克等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选读  
35 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 E.海能著，知识出版社 选读  
36 

组织行为学经典文献 
 

Joyce Osland 等,第八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37 
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 
 

Smith and Hitt (2006)   选读 
 

 

38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oleman, James S., Belknap 
Press, 1990 

必读  

39 
Causal Models in Marketing  
 

Bagozzi, R.P.,John Wiley & 
Sons, 1980 

必读  

40 
Marketing Theory 
 

Brown, S.W.and Fisk R.P. , 
Wiley, 1984 

必读  

41 
Foundations of Marketing Theory: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arketing  
 

Wiley, 2013 必读  

42 
Controversy in Marketing Theory: For Reason, 
Realism, Truth, and Objectivity 
 

Shelby D. Hunt, M.E. Sharpe, 
2003. 

必读  

43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Kerlinger, F.N.，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必读  

44 
Research Traditions in Marketing 
 

Laurent, G., Lilien G.L., 
Pras B., EIASM. 1994 

必读  

45 
Marketing Theory: Evolution and Evaluation 
 

Jagdish N. Sheth, David M. 
Gardner and Dennis E. 
Garrett;John Wiley & Sons, 
1988 

必读  

46 
Handbook of Consumer Behavior 
 

Thomas S. Robertson, Harold 
H. 
Kassarjian;Prentice-Hall, 
1991   

必读  

47 
Handbook of Marketing 
 

Barton Weitz and Robin 
Wensley, Sage Publications, 
2002 

必读  

48 
Theory Construction in Marketing  
 

Zaltman, G., LeMasters K., 
and Heffring M., John Wiley 
& Sons. 1982 

必读  

49 
《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中信出版社，2012 

选读  

50 
《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
 

乔纳·伯杰 (Jonah Berger)；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选读  

51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 
 

丹•艾瑞里 (Dan Ariely)；中信
出版社，2010  

选读  

52 
《绝对价值：信息时代影响消费者下单的关键因
素》 
 

伊塔马尔·西蒙森 (Itamar 
Simonson), 艾曼纽·罗森 
(Emanuel Rosen)；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 2014  

选读  

53 
Brand Premium: How Smart Brands Make More 
Money 

Nigel Hollis，Palgrave 
Macmillan，2013  

选读  

54 
Counterintuitive Marketing: Achieve Great 
Results Using Uncommon Sense 

Kevin J. Clancy and Peter C. 
Krieg；Free Press, 2009 

选读  

55 
How Customers Think: Essential Insights into 
the Mind of the Market 

Gerald Zaltman and Joseph C. 
Wils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选读  

56 
Driving Customer Equity: How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is Reshaping Corporate 
Strategy 

Roland T. Rust, Valarie A. 
Zeithaml and Katherine N. 
Lemon；Free Press, 2000 

选读  

57 
Will & Vision: How Latecomers Grow to 
Dominate Markets 

Gerard J. Tellis and Peter N. 
Golder,McGraw-Hill College 
Div., 2006 

选读  

58 
Converge: Transforming Busines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Bob Lord and Ray Velez, 
Wiley, 2013 

选读  

59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Watts R.L. and J.L. 
Zimmerman, Prentice Hall 

必读  

60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4, 265-290，2007 

选读  

61 
Market efficiency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a 
discussion of ‘Capital market research in 
accounting 

Lee, C.M.C/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September 2001): 233-253. 

选读  

62 Voluntary disclosure, earnings quality, and Francis, J., Nanda, D.,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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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of capital 
 

Olss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6, 
53–99. ,2008 

63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Basu.S./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4 
(December), 3-37,1997 

选读  

64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Mozaffar Khan, 
RossL.Watt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8 
(2009) 132–150 

选读  

65 
Association Between Borrower and Lender 
State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HANWEN C H E N , J E F F Z E 
Y U N C H E N , G E R A L D 
J . L O B O , AND YA N YAN 
WANG/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 48 No. 5,2010 

选读  

66 

Detecting long-run abnormal stock returns: 
The empirical power and specification of test 
statistics 
 

Brad M. Barber and John D. 
Ly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 43, issue 
3,March 1997, Pages 341-373 

选读  

67 
Economictrics of Event Studies 
 

Kothari S.P. and 
J.B.Warner/Handbook of 
Corporate Finance edited by 
B.Espen Eckbo 

选读  

68 
Oriental Management 
 

Su Dongshu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必读  

69 
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 
 

薛求知，复旦大学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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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博连读） 120200a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管理学院各所在研究领域具有国际视野、思维开阔、全面掌握科学研究方
法、富有潜力且占据国内领先地位的研究型学者，他们在完成博士学习后，要成为中
国优秀高校新一代师资，成为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研究团队的骨
干，或成为行业顶尖企业附属研究机构的高级专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6 1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4 10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4学分 
1、实践（2学分） 
要求在转博前承担1次本科课程的助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前完成1次学院规定的扶贫支教工作； 
要求在转博后承担1次MBA课程的助教工作。 
2、学术活动（2学分） 
完成院、系安排的学术活动要求。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无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填报专业 
学生在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前填报专业，详细信息见方案。 
（2）考试内容与方式 
笔试（每年3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初试时间同步） 
考试科目：1门英语、2门专业课 
专业课考试时间：3小时/门 
口试（每年4月，与学校公开招考博士生复试时间同步） 
通过资格考试笔试的学生，按所在专业进行规定的口试。在口试时，学生需结合各自
的研究计划向面试专家组汇报自己的研究设想和工作计划，由面试专家组提问并给出
评分，以淘汰不合适继续攻博的学生。通过口试考核者，正式转入攻博阶段。 
鉴于第四学期资格考试后，学生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拟安排指导学生的案例写作以及
助教、co-teacher的培训工作。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
均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本人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2年（学位论文工作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
算）。文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
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较大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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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技能；应对所研究的课题
有创造性的见解，有较显著的科研或专门技术成果。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博士 
必须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数；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其中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分
(或等级C、或绩点2.0)以上（不含）；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1门。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学术或者专门技术上有创造性的成果； 
4、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能写本专业文章； 
5、发表（含录用）一定数量和水平要求的、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作者（学位申请
人）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复旦大学的学术论文（本款依据学校颁布的相关具体文件执
行）。 

 

八、 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总年限是5-6年，其中硕士阶段2年，博士阶段3-4年。  
九、 其他  

 
1、导师设置 
资格考通过后确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 
2、毕业和学位分离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战略管理与国
际商务 

主要研究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及效果方面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进展，并对企业开展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方面的理论和
实践进行研究。 

薛求知教授博导 
李元旭教授博导 
项保华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张青教授博导 

 

2 
组织行为学与
人力资源 

主要研究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个体层面及组织
层面的最新理论研究方向和企业实践。 

苏勇教授博导 
胡君辰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谢晋宇教授博导 

 

3 
东方管理与企
业文化 

主要关注传统和现代东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企业文化的
融入等方面，及其所产生的对企业实践的影响。 

苏勇教授博导 
王家瑞教授博导  

4 会计学 会计与资本市场、管理会计、会计准则 

吕长江教授博导 
陈超教授博导 
洪剑峭教授博导 
原红旗教授博导 

 

5 财务学 
公司理财，资本市场投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衍生证券，
行为金融，国际财务管理，兼并与收购等。 

孙谦教授博导 
王克敏教授博导 
孔爱国教授博导 
徐剑刚教授博导 
范龙振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马成虎教授博导 
 

 

6 市场营销 消费者行为、定量营销模型、服务营销、营销战略 

陆雄文教授博导 
范秀成教授博导 
黄沛教授博导 
蒋青云教授博导 
 

 

7 
技术经济及管
理 

①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主要研究内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管理、技术开发项目管理、
创新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②技术创业 
 主要研究内容：企业内部创业、创业融资、创业企业管理。 
 
③创业投资 
 主要研究内容：创业资本市场、技术转移与中介、创业投资
项目管理。 

宁钟教授博导 
李旭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MANA620071 管理学前沿讲座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9 微观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0 研究方法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438



·439· 

MANA620102 高级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3 计量经济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5 研究方法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35 管理学经典理论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4 计量经济学II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5 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6 企业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7 应用随机过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8 运筹学I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3 创新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0 资产定价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8 会计理论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4 营销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75 实证会计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20023 跨国公司理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2 科技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3 技术创业与项目投融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64 新产品开发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1 衍生证券和固定收益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2 投资分析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73 金融工程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0 组织行为学专题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1 

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
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2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4 

东方管理名著选读与理
论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5 
东西方管理比较与东方
管理实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6 
人本理论和管理心理研
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7 解析会计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89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0 财务金融专题研讨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1 营销前沿专题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2 消费者研究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3 营销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6 战略理论专题研讨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098 国际商务管理专题研究 管理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00 

会计、审计与资本市场
专题讨论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1 金融市场和机构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830132 管理研究的哲学体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Ball and Brow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968), pp.159-178 

必读  

2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I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Watts, R.L. /Accounting 
Horizons; 
(September/December),2003 

必读  

3 
会计信息与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 
 

陆正飞姜国华张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 

必读  

4 
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经典文献导读 
 

陆正飞姜国华张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 

必读  

5 
Market Reaction to the Adoption of IFRS in 
Europ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5 
Issue 1, p31-61，2010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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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information in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about future 
earnings? 

Sloan, R.G./The Accounting 
Review (July 1996): 289-315. 

选读  

7 
Value relevance of FAS No. 157 fair value 
hierarchy inform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CJ Song, WB Thomas, H Yi -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选读  

8 
Do firms manage earnings to meet dividend 
thresholds?  

Danel,N.D., D.J.Denis, AND 
l.Navee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2-26， 2008 

选读  

9 
The contracting benefit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o lenders and borrowers 

Zhang Jiey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27-54 

选读  

10 
Using daily stock returns: the case of event 
studies 

Brown, S.J. and J.B. 
Warner/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March 1985): 
3-32. 

选读  

11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Darrell Duff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rd 
Revised edition (2001年10月
1日), ISBN: 069109022X 

选读  

12 Investments 

Zvi Bodie, Alex Kane , Alan 
J. Marcus, Bruce Swensen,  
Mcgraw-Hill College (2008年
6月24日),ISBN: 007336357X 

必读  

13 
The New Corporate Finance: Where Theory Meets 
Practice 

Donald H. Chew,  
McGraw-Hill/Irwin, 3rd 
edition (2000-8-24), ISBN: 
978-0072339734 

必读  

14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Jean Ti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2006-1-1) , ISBN: 
978-0691125565  

必读  

15 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 

John Y. Campbell, Andrew W. 
Lo, A. Craig 
MacKinla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96-12-09) , ISBN: 
978-0691043012  

选读  

16 当代西方管理学流派 苏勇（2007） 选读  
17 公司文化 阿伦.肯尼迪等著，三联书店 选读  
18 竞争战略 麦克尔.波特著，华夏出版社 选读  
19 企业文化：排除企业成功的潜在障碍 

杰克琳.谢瑞顿等著,上海人民
出版社 

选读  

20 追求卓越 
托马斯.彼得斯等著，企业管理
出版社 

选读  

21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7th 
edition,2015年版) 

William R.Scott/Pearson 
Prentice Hall 

必读  

22 
The quality of accruals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accrual estimation errors 

Dechow, P.M. and I.D. 
Dichev/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 supplement): 
35-59. 

必读  

23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Daniel A.Cohen, 
PaulZarowi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0 
(2010) 2–19 

选读  

24 
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Dechow Patricia, Weili Ge, 
Catherine Schrand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0 (2010) 344–401 

选读  

25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Burgstahler D. and I. 
Dichev/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1997 

选读  

26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 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Holthausen, R.W. and R.L. 
Watts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1): 3-76. 

选读  

27 Asset Pricing 

John H. Cochr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2005年1月3日), 
ISBN: 0691121370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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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品(第7版) 

约翰•赫尔 (John Hull) ,  清
华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1
年7月1日), ISBN: 
9787302258735 

选读  

29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Tools for Today's 
Markets 

Bruce Tuckman, Angel Serrat， 
Wiley; 3 (2011年11月8日), 
ISBN: 0470891696 

选读  

30 高级资产定价理论 
马成虎，2010.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选读  

31 Financial Markets and Corporate Strategy 

Grinblatt, Mark and Titman, 
Sheridan,  
McGraw-Hill/Irwin, 2nd 
edition (2001-10-16), ISBN: 
978-00722943304.  

选读  

32 
Handbook of Corporate Finance: Empirical 
Corporate Finance 

B. Espen Echbo,  North 
Holland, Volume 1&2, 1st 
edition (2007-6-4), ISBN: 
978-0444508980  

选读  

33 公司财务原理（原书第9版） 
方曙红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一版（2010-9-1），ISBN：
9787111315919 

选读 
 

 

34 企业成长战略 
小乔治.斯托尔克等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选读  
35 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 E.海能著，知识出版社 选读  
36 组织行为学经典文 

Joyce Osland 等,第八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必读 
 

 

37 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 Smith and Hitt (2006)   选读 
 

 

38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oleman, James S., Belknap 
Press, 1990 

必读  

39 Causal Models in Marketing  
Bagozzi, R.P.,John Wiley & 
Sons, 1980 

必读  

40 Marketing Theory 
Brown, S.W.and Fisk R.P. , 
Wiley, 1984 

必读  

41 
Foundations of Marketing Theory: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arketing  

Wiley, 2013 必读  

42 
Controversy in Marketing Theory: For Reason, 
Realism, Truth, and Objectivity 

Shelby D. Hunt, M.E. Sharpe, 
2003. 

必读  

43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Kerlinger, F.N.，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必读  

44 Research Traditions in Marketing 
Laurent, G., Lilien G.L., 
Pras B., EIASM. 1994 

必读  

45 Marketing Theory: Evolution and Evaluation 

Jagdish N. Sheth, David M. 
Gardner and Dennis E. 
Garrett;John Wiley & Sons, 
1988 

必读  

46 Handbook of Consumer Behavior 

Thomas S. Robertson, Harold 
H. 
Kassarjian;Prentice-Hall, 
1991   

必读  

47 Handbook of Marketing 
Barton Weitz and Robin 
Wensley, Sage Publications, 
2002 

必读  

48 Theory Construction in Marketing  
Zaltman, G., LeMasters K., 
and Heffring M., John Wiley 
& Sons. 1982 

必读  

49 《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中信出版社，2012 

选读  

50 《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
乔纳·伯杰 (Jonah Berger)；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选读  

51 《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 
丹•艾瑞里 (Dan Ariely)；中信
出版社，2010  

选读  

52 
《绝对价值：信息时代影响消费者下单的关键因
素》 

伊塔马尔·西蒙森 (Itamar 
Simonson), 艾曼纽·罗森 
(Emanuel Rosen)；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 2014  

选读  

53 
Brand Premium: How Smart Brands Make More 
Money 

Nigel Hollis，Palgrave 
Macmillan，2013  

选读  

54 
Counterintuitive Marketing: Achieve Great 
Results Using Uncommon Sense 

Kevin J. Clancy and Peter C. 
Krieg；Free Press, 2009 

选读  
55 How Customers Think: Essential Insights into Gerald Zaltman and Joseph C.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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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d of the Market Wils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56 
Driving Customer Equity: How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is Reshaping Corporate 
Strategy 

Roland T. Rust, Valarie A. 
Zeithaml and Katherine N. 
Lemon；Free Press, 2000 

选读  

57 
Will & Vision: How Latecomers Grow to 
Dominate Markets 

Gerard J. Tellis and Peter N. 
Golder,McGraw-Hill College 
Div., 2006 

选读  

58 
Converge: Transforming Busines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Bob Lord and Ray Velez, 
Wiley, 2013 

选读  

59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Watts R.L. and J.L. 
Zimmerman, Prentice Hall 

必读  

60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4, 265-290，2007 
 

选读  

61 
Market efficiency and accounting research: a 
discussion of ‘Capital market research in 
accounting 

Lee, C.M.C/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September 2001): 233-253. 

选读  

62 
Voluntary disclosure, earnings quality, and 
cost of capital 

Francis, J., Nanda, D., 
Olss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6, 
53–99. ,2008 

选读  

63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Basu.S./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4 
(December), 3-37,1997 

选读  

64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Mozaffar Khan, 
RossL.Watt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8 
(2009) 132–150 

选读  

65 
Association Between Borrower and Lender 
State Ownership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HANWEN C H E N , J E F F Z E 
Y U N C H E N , G E R A L D 
J . L O B O , AND YA N YAN 
WANG/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Vol. 48 No. 5,2010 

选读  

66 
Detecting long-run abnormal stock returns: 
The empirical power and specification of test 
statistics 

Brad M. Barber and John D. 
Ly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 43, issue 
3,March 1997, Pages 341-373 

选读  

67 Economictrics of Event Studies 

Kothari S.P. and 
J.B.Warner/Handbook of 
Corporate Finance edited by 
B.Espen Eckbo 

选读  

68 Oriental Management 
Su Dongshu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必读  
69 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 薛求知，复旦大学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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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106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学科基础、掌握学科前沿动态、能够从事相关学科科研、教学和政府对
应部门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6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读期间（延期毕业者除外）应当参加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所有开题和预答辩，出席
率纳入毕业资格审核。 
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从入学起到毕业后两年之内），按照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认定的标
准发表至少2篇学术论文。 
在读期间参加至少一次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资格考试的时间：第三学期初。 
2．考试内容及方式：《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
学》三门课中，选考两门，闭卷考试。 
3．考试标准及成绩评定：两门课成绩共计100分，得60分以上为资格考试通过。通过
者方可进行论文开题。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参照《复旦大学关于推行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定》执行。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导师和论文指导小组成员审核通过，才可以开始
论文撰写工作。 
论文必须通过复旦大学的相似度检测。 
论文必须通过学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预答辩，方可申请双盲评审。 
论文要通过校内外5名相关研究领域专家的双盲评审。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2）具有独立开展科研研究的能力。 
（3）博士论文达到国内学术出版社所要求的专著出版水平。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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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人地关系 
本研究方向聚焦于人口与资源发展的互动关系，探讨人口与社
会经济环境资源持续平衡协调发展的理论、体制和政策。 

彭希哲 教授 博导 
梁鸿 教授 博导 
张力 教授 博导 
任远 教授 博导 

 

2 
人口与环境生
态修复 

研究环境生态质量的评估，探讨人口变动和土地资源、水资源、
能源资源的相互作用，探讨人口、能源与气候变化，城市环境
安全等。 

王桂新教授 博导 
张力 教授 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ECON820002 高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专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830009 前沿讲座（2）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0 经济学讲座九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1 经济学讲座十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2 经济学讲座十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57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9 人口与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0 高级人口分析技术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1 人口经济专题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2 人口地理专题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3 
城市与区域经济专题研
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4 社会保障专题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5 导师研究方向课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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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Population Council, USA   
2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Pion Ltd., UK   
3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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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030301  
            
一、 培养目标  

 

对高级社会学理论、方法及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以及严格规范的社会学研究的实践
和训练，培养适应教学、科研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学专业的高级人才；使所培养
的博士生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具备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坚实基础，具备独立开展
学术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的能力，同时也具备全球化和国际比较研究的视野。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9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3 6   
 专业选修课 5 1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开展不少于2个月的社会调查。 
2、每一位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每年必须至少参加学院认可、与本学科相关的学
术报告会3次。每学年结束前，相关证明材料或记录的复印件须送交研究生秘书备案，
纳入毕业资格审核。在读期间，至少有1次提交论文参加省市级以上的学术报告会。
参会相关信息的复印件必须送交研究生秘书备案。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博士生在修满应修学分后，应在第四学期末之前通过资格考试。考试未通过者，
允许补考不超过两次；补考未通过者，或者在常规培养年限内未完成资格考试者，按
研究生院有关中期考核不合格的规定作退学处理。 
2、资格考试的内容包括： 
（1）社会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综合考试（含理论、方法、统计，各占大约1/3的比
重）。由社会学系指定本系教师命题和考核。以开卷笔试方式进行。 
（2）社会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专业考试。以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理论、学术前沿成
果为主要考试内容，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进行。资格专业考试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
过备考阅读和撰写资格考论文，系统研读一个领域的重要文献，并由此接近该领域的
学术前沿，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做好前期准备。博士研究生须在导师小组的指导下
阅读文献并撰写资格考试论文。资格考试论文指导小组由导师和系内另外两名教师组
成。导师小组成员须为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或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导师小组
的成员由导师提出建议名单, 指导小组经社会学系批准后成立。资格考试论文的篇幅
在20000字左右，要对该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和学术前沿文献作系统的批评性回顾。
资格考试论文完成后，提交给社会学系组织的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教师在收到博士研
究生所提交论文的一个月内，评阅论文，并就所提交的论文对研究生进行一次口试；
结合论文和口试评定考试成绩。 
3、两门资格考试的成绩都要在B+或以上，才能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 
4、任一课程未获得B+者，须在三个月后补考，补考未达到B+者，按研究生院有关规
定淘汰。 
5、资格考试豁免条件。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若所修读的三
门必修课程“高级社会学理论研读”、“高级社会研究方法论”和“高级社会统计分
析”，均取得B+或以上成绩，可以免去“社会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综合考试”，但
仍需参加“社会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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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硕博连读生综合考试的时间依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 
2、本校应届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可以申请硕博连读,转读博士学位。本校应届非社会学
专业硕士生，若申请转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应已修读三门社会学硕士学位基础课“社
会学理论”、“高级社会研究方法”、“中级社会统计分析”且成绩均在B+或以上。
3、申请人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才有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初试免试资格：(a)已修完硕
士学位基础课程和学位专业课程，学位基础课程和学位专业课程成绩均在B或以上，
且成绩A类多于B类；(b)硕士学位三门基础课“社会学理论”、“高级社会研究方法”、
“中级社会统计分析”均取得了B+或以上的成绩；(c)英语获得了国家6级证书。 
4、具备上述条件的申请人，可以进入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复试。复试合格者，才能转
读博士学位。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博士论文必须在导师小组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确定选题1、博士论文必须在导师小组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确定选题前，要对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全面的批判性回顾，文献综述应简
明扼要。 
3、论文选题应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研究目的应当是
解释性的；研究应为以理论创新为导向的经验研究。 
4、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导师和本专业开题专家组审核通过，才可以
开始论文撰写工作。开题专家小组由社会学系组织成立。论文开题一旦经专家组通过，
题目原则上不应再作大的改变。 
若未通过选题答辩，须重新考虑选题和修改选题报告，并在3个月后再次开题。再次
选题答辩未通过者，按研究生院规定淘汰。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如确因某些原因需更改论文题目，须经指导小组同意，报送院学
位委员会批准，并重新开题。 
5、论文研究的中心问题要突出，研究设计要规范，研究方法适当。 
6、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字。 
7、论文必须经5位院外专家（至少有3名校外专家）匿名评审认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
才可以申请答辩。外审专家必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如有1名评审专家认为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或者认为论文还需做重大修改，该论
文原则上不进入答辩程序。如果论文作者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的论文符合论文答辩条
件，可由作者写出书面申请并由导师签字同意后，提交院学位委员会。院学位委员会
需集体决定是否同意该申请。如果同意该申请，则由院学位委员会根据论文所属专业
领域再确定论文2名评审专家，并由这2名专家对论文进行审查。如2名专家均评审通
过，可进入本次答辩程序；如仍有1名专家认为该论文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或认
为论文还须做重大修改，则需延期答辩和毕业。此次评审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8、进入答辩程序的博士研究生必须根据外审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然后
经指导小组审查同意方可进行答辩。 
论文答辩完成后，通过者必须根据答辩委员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再修
改，经指导老师审查同意后，再将修改稿作最后存档。 
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必须在导师及指导小组的指导下重新进行论文写作，并参照
前述程序进行外审及后续各项工作。 
9、博士研究生必须以第一作者或与导师合作作为第二作者在CSSCI期刊或SSCI期刊
（或研究生院规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不少于2篇学术论文（或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1
篇学术论文），才可以获得申请学位资格。发表在内部学术期刊或公开学术期刊增刊
上的论文，经院学位委员会认定有效后，也可获得申请学位资格。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达到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水平。 
（2）具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 
（3）博士论文达到国内学术出版社所要求的专著出版水平。 

 

八、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其中前3个学期以修课为主，后3个学期调研和撰写博士论文。
可延迟答辩，但最长不得超过6年。 
 

 

九、 其他  

 

在培养模式上，实行导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制度；指导小组成员不得少于3人；指导小
组成员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指导小组的成员，由导师
与研究生协商确定。博士生导师可以邀请院内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具有博
士学位的讲师），组成3-5人的指导小组。指导小组确定后，交研究生教学秘书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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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社会分层与流
动 

中国社会分层，阶层结构，阶层意识，代际与代内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后果。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国际比较研究。 

刘欣 教授 博导 
王丰 教授 博导 
李煜 教授 
胡安宁 教授 

 

2 经济与社会 
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活动的社会
嵌入性，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学分析。经济制度与
经济组织的社会学研究。 

桂勇 教授 博导 
刘欣 教授 博导  

3 文化与社会 
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和有关研究议题，文化与制度变迁，社会信
任。 

周怡 教授 博导 
胡安宁 教授  

4 
政治与社会 
 

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社会阶层与政治参与，公民社会，制度
信任，社会资本与社会整合，NGO与社会治理。社会动员。 
 

刘欣教授 博导 
周怡 教授 博导 
桂勇 教授 博导 
 

 

5 宗教与社会 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和有关研究议题，中国宗教，民间宗教。 
范丽珠教授 博导 
胡安宁教授  

6 
社会转型与制
度变迁 

以当代转型社会对象，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出发，探讨制度变
迁与社会转型的重要议题，促进转型社会学学科的形成。 

王丰 教授 博导 
刘欣 教授 博导 
范丽珠 教授 博导 
李煜 教授 
桂勇 教授 博导 

 

7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学的有关理论和研究议题。社会福利，社会工作机构
管理，社会工作项目评估。 

顾东辉教授 博导  

8 社会心理学 儒家文化与社会心理。 
孙时进 教授 博导 
张学新 教授 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SOCI820000 高级社会学理论研读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1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2 高级社会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30118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
的阅读与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SOCI830000 社会分层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1 
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变
迁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2 城乡社区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3 文化与社会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4 社会资本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5 定性研究方法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6 经济社会学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7 社会福利理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08 实验研究设计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9 宗教与中国社会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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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
课 

SOCI830020 
质性资料分析的策略与
方法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SOCI830021 社会学研究前沿专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2 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3 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4 社会心理学著作选读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5 中国社会结构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6 分类数据的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7 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8 事件史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29 多层次线性模型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0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1 社会组织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2 结构方程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9 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0 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1 高级社会学习明纳I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2 高级社会学习明纳II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3 高级社会学习明纳III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 
 

学术著作  

2 
资本论 
 

马克思 
 

  

3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 
 

  

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5 
经济与社会 
 

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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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7 
世界经济通史 
 

韦伯 
 

  

8 
马克斯韦伯文集 
 

韦伯 
 

  

9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10 
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 
 

涂尔干 
 

  

11 
自杀论 
 

涂尔干 
 

  

12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13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 
 

墨顿 
 

  

14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吉登斯 
 

  

15 
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 
 

  

16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 
 

  

17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18 
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 
 

  

19 
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 
 

  

20 
区隔 
 

布迪厄 
 

  

21 
再生产 
 

布迪厄 
 

  

22 
江村经济 
 

费孝通 
 

  

23 
乡土中国 
 

费孝通 
 

  

24 
英国社会学杂志 
 

英国社会学杂志社 
 

  

25 
美国社会学杂志 
 

美国社会学杂志社 
 

  
26 美国社会学评论 美国社会学评论   
27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主办 

  

28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29 社会 上海大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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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 0303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适应教学、科研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读期间（延期毕业者除外）应当参加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所有开题和预答辩，出席
率纳入毕业资格审核。 
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从入学起到毕业后两年之内），按照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认定的标
准发表至少2篇学术论文。 
在读期间参加至少一次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考试时间 
资格考试一般为入学后的第3个学期，具体时间由学院学位委员会安排。 
 
考试形式和内容 
（1）考试由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组成。 
（2）笔试部分，考生需从人口学博士专业点的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中（“人口与发展”、
“人口经济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社会学”）选定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在
指定的完成时间内（一般两周左右）就该研究方向的最新热点问题、经典理论、常用
研究手段、流行观点等撰写不少于20,000字（不含参考文献）的批判性述评。随述评
应附上述评中引用的参考文献的详细清单。 
（3）口试部分，回答由导师组成的考试小组对研究方向述评提出的评论和质疑。 
 
通过标准和补考 
（1）由考试小组对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的结果做出综合评定，确定资格考试是否通过。
（2）首次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可在6个月后申请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仍未通过者，
按照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作淘汰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硕博连读生综合考试的要求依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 
2.硕士在读生在申请转读博士学位时，应修完硕士学位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均在B
或以上，且Ａ类多于Ｂ类。英语获得了国家6级证书。 
3.硕士在读生必须通过以下考试，才能转读博士学位： 
（1）综合课程考试（含“人口与发展导论”、“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技术”和“人
口学前沿专题”，各占大约1/3的比重），开卷考试； 
（2）专业英语水平测试，以口试方式进行。 
（3）考试由博士导师负责。  
（4）免考条件：在修读硕士学位课程期间，“人口与发展导论”、“人口统计与人
口分析技术”和“人口学前沿专题”均为Ａ者，可以免去综合课程笔试，但仍需参加
综合课程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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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导师和论文指导小组成员审核通过，才可以开始
论文撰写工作。 
论文必须通过复旦大学的相似度检测。 
论文必须通过学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预答辩，方可申请双盲评审。 
论文要通过校内外5名相关研究领域专家的双盲评审。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2）具有独立开展科研研究的能力。 
（3）博士论文达到国内学术出版社所要求的专著出版水平。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人口与城市 

研究人口分布特征和变化特点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
响，包括人口迁移、集聚与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研究；人口增长、变化和城市公共
资源配置应用研究等。 

张力 教授 博导  

2 人口与社会 
研究人口变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重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
口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流动人口融合、人
口规划与人口综合调控、老龄化、婚姻家庭和性别研究等。 

任远 教授 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SOCI820008 人口学导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6 高级人口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31 人口问题与社会政策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2 人口地理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53 人口经济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60 
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研
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17 人口社会学 
人口研究
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5 人口学前沿专题讲座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8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
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专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7 
城市与区域管理及政策
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跨一级学
科 

ECON820003 高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20005 高级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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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中国人口学科》 中国社科院   
2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3 《人口与社会》 北京大学   
4 《人口与经济》 首都经贸大学   
5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美国人口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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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0303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通过对人类学理论、方法及专业课程的系统深入学习，以及严格规范的人
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和训练，培养适应教学、科研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类学专业的
高级人才；使所培养的博士生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具备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坚实
基础，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的能力，同时具有在不同场合将专业理
论和方法技巧运用于经验研究，分析实际问题，为决策服务的能力。本专业基本学习
年限为3年，总学分要求20学分。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每位博士生在学期间开展不少于一年的田野调查。 
学术活动：每位博士生必须在较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上至少做二次公开学术报告。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 博士生在修满应修学分后，应在第三学期末之前通过资格考试，方能取得博士候
选人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未通过者，按研究生院规定淘汰。 
2. 资格考试的内容包括： 
（1）人类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综合考试（含理论、方法、民族志，各占大约1/3的
比重），由人类学专业指定教师命题和考核。以开卷笔试方式进行。若所修读的二门
必修课程“高级人类学理论研读”、“高级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均取得B+或以上成
绩者，可以免去“人类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综合考试”， 
（2）人类学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专业考试：以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理论、学术前沿成
果、田野研究计划为主要考试内容，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进行。 
考核小组由导师和系内另外两名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由导师提出成员建议
名单经批准后成立。  
博士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下撰写一篇25000字左右的考试论文，结合自己已有的田野
研究成果，对该研究领域学术前沿作全面、系统的批评性回顾，并提交给考核小组。
考核小组教师在收到博士研究生所提交论文的一个月内，评阅论文，并就所提交的论
文对研究生进行一次口试；结合论文和口试评定考试成绩。 
3.两门资格考试的成绩都要在B+或以上，才能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 
4.任一课程未获得B+者，须在三个月后补考，补考未达到B+者，按研究生院有关规定
淘汰。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 硕博连读生综合考试的时间依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 
2. 硕博连读生在申请转读博士学位时，应修完硕士学位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均在
B+或以上，且Ａ类多于Ｂ类。英语获得了国家6级证书。 
3. 硕博连读生须取得以下两门课程的考试合格成绩，才能转读博士学位： 
（1）综合课程考试（含“高级人类学理论研读”、“高级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各
占大约1/2的比重），闭卷考试； 

 

454



·455· 

（2）专业英语水平测试，以口试方式进行。 
4. 综合课程由人类学指定本专业教师命题和考核。专业方向课程考试由博士导师负
责。 
5. 免考课程的条件：在修读硕士学位课程期间，“高级人类学理论研读”、“高级
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均为Ａ或Ａ-者，可以免去综合课程考试，但仍需参加方向专业
课程的考试。 
6. 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同上。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博士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确定选题前，要对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全面的批判性回顾，文献综述应
简明扼要。 
（3）论文选题应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应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同时不能脱离
实际。 
（4）论文的选题必须以田野研究为基础，最后的成果呈现为民族志。 
（5）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组审核通过，才可
以开始论文撰写工作。若未通过选题答辩，须重新考虑选题和修改选题报告，并在3
个月后再次开题。再次选题答辩未通过者，按研究生院规定淘汰。 
（6）论文的研究问题要突出，研究方法规范。 
（7）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8万字。 
（8）论文要通过双盲评审，由校内外5名相关研究领域专家评阅通过，方可申请论文
答辩。盲审未通过者，按研究生院有关匿审制度处理。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与方法基础，达到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水平。 
（2）具有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和田野研究的能力。 
（3）以第一作者或与导师合作作为第二作者在研究生院规定的学术核心或权威刊物
上发表不少于2篇学术论文。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语言人类学/族
群理论 

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交流，语言意识形态；族群理论，民族主
义，族群与民族认同。研究人类文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元关联，
讨论人类文化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探究人作为指号动物的属
性。人与万物互为环境，互为结构，共成万象共生的交融关系，
人类的文化认知既有物质基础，也有主体性，这对于我们更好
地在大千世界中定位自己有重要意义。人类学学家早就指出，
语言、种族和文化的边界不会一致，而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思
想追求这些边界一致起来，造成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乃至屠杀。
我们要提倡担当人类学，宣传美美与共的思想，促进人类社会
的和谐共生。人是指号动物，人的社会生活涉及物感物觉，涉
及指他的逻辑推衍，也涉及抽象升华。人类语言及其使用是这
个方面的典型，它既包含物的依赖，也包含临场交流和文本固
化，更包含抽象思维。从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入手研究人类社
会和文化，对人类学学科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纳日碧力戈 教授 博导  

2 医学人类学 

医学与文化。研究疾病、身体、生命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及其
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意义诠释。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伴
随如断层扫描、核磁共振、基因工程等生命科学技术和信息产
业的不断渗入，生、老、病、死等看似“自然”的生命现象再
不断地重塑与再造，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与分析人类生命历程
中的“日常事件”与医学（特别是现代生物医学），制度安排，
以及政治文化的关系，进而剖析医学的文化属性和理解个体个
体对疾痛的体验，对“正常”和“非正常”的界限作出批判性
的思考。人类学对医学和科技的研究特色在于，它不仅限于对
一些概念的思辨性分析，更要求研究者必修进行实地的长期的
多点民族志田野调查，在对对患者，技术的使用者等相对弱势
的群体进行了解同时，更要对对专家、权力者进行审视和剖析，
多角度还原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技术创新的过程。最终对
人与非人界限，“人性”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这正是人类学
学科的核心问题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潘天舒 教授 博导 
朱剑峰 副教授  

3 社会人类学 
城乡社区研究、公共记忆和应用人类学。主要研究内容为全球
化和地方转型过程中城乡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变化与日
常生活实践的互动与关联。议题包括：城市空间重构与公共记

潘天舒 教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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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城乡老龄化社区实践、都市生
活方式变迁和城市复兴历程等。研究者在田野民族志创作时注
重运用历时与共时两种质性数据收集模式, 档案的发掘利用、
个人和集体生活和工作的口述生命史记录以及深入社区基层的
参与观察、实地深访和话语文本分析等多种社会人文科学方法
的综合灵活使用，融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观察视角，力
求达到费孝通所强调的社区研究“见微知著”的境界，从而真
正体现当代人类学的前瞻性、植根性和公共性特征。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SOCI820006 高级人类学理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7 高级人类学研究方法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27 都市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8 发展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9 全球化和文化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67 医学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68 族群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69 性别、科学与技术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8 商业与技术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9 政治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15 
语言人类学（全英文授
课）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17 新媒体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0 高级社会学理论研读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820001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2 高级社会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7 伦理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8 教育人类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Duranti, Alessandro. 19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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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Foley, William. 1997. 
Massachusetts & Oxford: 
Blackwell. 

  

3 语言人类学 
纳日碧力戈，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2010年版 

  

4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Bateson, Gregory. 1980 
[1979]. New York: Bantam 
Books 

  

5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尹绍亭，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6 民族生态学理论方法与个案研究 
崔明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年版 

  

7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Fredrik Barth ed. 196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8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 
纳日碧力戈，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9 
The Illness Narratives 
中译本: 《疾病的故事》 

Arthur Kleinman 1988. New 
York: Basic Books 
Faye Ginsburg and Rayna Rapp 
1995 

  

10 
Conceiving the New World Olde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A Reader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Trajectories, Emergent 
Realities. 

Byron Good, Michael Fisher 
2010 Wildy-Blackwell 

  

12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Mario Biagioli 
1999.Routledge 

  

13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Donna Haraway 1990 Routledge   

14 Witchcraft, Oracle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E.E. Evans-Prichard. 1973. 
Oxford: Clarendon 

  

15 
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The Modern 
Plagues 

Paul Farmer 199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 Medicin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Byron Good 19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runo Latour  Steve 
Woolgar. 198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8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Btuno Latour 198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 
2007-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 
Anthropology in Theory: Issues in 
Epistemology. 

H. Henrietta L. Moore and 
Todd Sanders. 2006. 
Blackwell. 

  

21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 Reader in 
Ethnography, Theory, and Critique.   
Blackwell. 

Vincent, Joan. 2002.   
Blackwell. 
 

  

22 A Compan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Nugent & Vincent. 2007. 
Blackwell. 

  

23 Number Our Days 
Myerhoff, Barbara. 1978. 
Touchstone 

  

24 
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Bestor, Theodore, 200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5 
Evicted from Etern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  

Michael Herzfeld . 2009.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6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 Exploration of the Borderland 
between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Kleinman, Arthur. 198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7 Rethinking Psychiatry 
Kleinman, Arthur1988.  Free 
Press. 

  

28 Reimagining Global Health 

Paul Farmer, Arthur 
Kleinman, Jim Kim,Matthew 
Basilico. 20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9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Appadurai, Arjun. 
1986.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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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30 Urban Life: Readings in Urban Anthropology 
Gmelch, George and  
Zenner, Walter. 1996 

  

31 
Theorizing the City: the New Urban 
Anthropology Reader. 

Low, Setha M. ed.  1999.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32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Watson, James Lee. 197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3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ood and Eating: A 
Reader.  

Watson and Caldwell 
2005. Blackwell 

  

34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Politics,  
Gender, and Ritual in the New 
Territories. 《乡土香港》 

Watson, James and 
Rubie Watson. 2004.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35 
Friends, Brothers and Informants: Fieldwork 
Memoirs of Banaras 

Kumar, N. 199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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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1204Z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严格的学科训练，培养在公共管理领域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独立研究能力
的高质量、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23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在学期间，作为主要成员，承担1项科研项目 
所有在读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者除外）必须参加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所有开题和预
答辩，出席率纳入毕业资格审核。 
因故不能出席，须向学院分管学位工作的领导提交书面请假申请。每名博士研究生在
读期间缺席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或答辩的请假申请不能多于2次。 
出席其他校内外的学术报告会不能替代出席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开题和预答辩。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每名博士研究生必须首先通过资格考试，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 
（2）资格考试时间一般为入学后的第2各学期末或第3个学期初，特殊情况下经学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后可逾期。 
（3）各专业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详见附表3。 
（4）首次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可在6个月后申请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仍未通过者，
按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硕博连读生综合考试的要求依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 
2.硕士在读生在申请转读博士学位时，应修完硕士学位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均在B
或以上，且Ａ类多于Ｂ类。英语获得了国家6级证书。 
3.硕士在读生必须通过以下考试，才能转读博士学位： 
（1）综合课程考试，开卷考试； 
（2）专业英语水平测试，以口试方式进行。 
（3）考试由博士导师负责。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即必须完成相关选
题的综述。而选题尽量跟自己的学术研究专长相结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的
意义。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3）论文须注重理论创新与学术功底的统一，观点明确，引用资料翔实，论说充分，
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4）论文字数要在十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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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2）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3）掌握较强的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报刊。 
（5）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权威期刊上正式发表。 

 

八、 学习年限  
 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劳动就业与城
乡统筹发展 

在促进和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
以促进广泛就业、促进社会公正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的
就业体系、就业机制和就业政策。推进和加速中国城市化发展
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增
长及其均衡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口动态变化以及由此产生
的劳动力供给与就业的长期均衡问题，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劳动
就业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促进机制，包括农村
劳动力转移与就业问题。 

彭希哲教授 博导 
梁鸿教授 博导 
王桂新教授 博导 
郭有德教授 博导 
吴开亚 研究员 博导 
程远 教授  

 

2 
国家能源与公
共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的我国能源前景；我国常规能源发展的基
本战略；经济增长如何摆脱过度依赖能源消耗的模式；替代能
源开发战略；能源与环保战略的整合；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上升
引发的国际关系问题。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综合
防灾减灾规划、突发应急事件管理。 

吴开亚 研究员 博导 
潘克西副教授 
滕五晓教授 

 

3 
公共卫生体制
与国民健康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中国国情，以提高居民公共
卫生服务利用可及性、公平性为目标的公共卫生体制，保障国
民的基本医疗，增进国民健康的经济适宜的服务模式。构建与
完善公共卫生常态机制、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的三大机制，构
建与完善公共卫生组织系统、服务系统、资源系统、管理系统
和信息系统的五大系统，研究公共卫生的社会动员模式与协调
机制，公共卫生的补偿机制与运行机制。公共卫生现代化发展
战略研究，包括市场化、社区化、全民化、法制化的发展战略，
系统化、职业化、专业化、信息化、科技化的发展战略和适宜
性、适变性、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提高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保障
能力，促进居民健康。 

梁鸿教授 博导 
郭有德教授 博导  

4 
政策理论与方
法 

公共政策理论体系和方法及其运用 赵德余 教授 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10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5 公共政策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9 
公共政策与管理高级专
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08 
社会经济统计与计算机
应用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0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30108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
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27 
社会政策与社会心理专
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专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6 中国社会政策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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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学院 

SOCI830017 
城市与区域管理及政策
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8 环境与公共政策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3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4 能源政策与管理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5 政府危机管理方法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4 政策网络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5 政策模拟与实验II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社会保障经典名著导读》 童星,庞绍堂，北京大学出版社   
2 《社会保障概论》 

孙光德，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3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 
Peter Taylor-Gooby, Jens 
O.Zinn著, 黄觉译，中国劳动
社会保障出版社 

  

4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Keynes J.M.著，译林出版社   
5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商务印
书馆 

  

6 《公共管理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陈振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7 《理解公共政策》 
Thomas R.Dye著, 谢明译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能源经济学——概念、观点、市场与治理》 
萨布海斯•C.巴塔查亚著，冯永
晟周亚敏译 

  
9 《美国公共安全管理导论》 夏保成，当代中国出版社   
10 《应急管理概论》 

米切尔K林德尔著王宏伟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社区安全指令：理论与事务》 滕五晓著，上海三联书店   
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 Where 
the NHS Came from and Where it Could Lead，

Julian Tudor Hart，Policy 
Press 

  

13 
An Undisciplined Economist: Robert G. Evans 
on Health Economics, Health Care Policy, and 
Population Health， 

Morris L. Barer Greg L. 
Stoddar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4 公共政策：共同体、根据与过程 赵德余，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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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硕博连读） 1204Z2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严格的学科训练，培养在公共管理领域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独立研究能力
的高质量、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9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5 14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在学期间，作为主要成员，承担1项科研项目 
所有在读博士研究生（延期毕业者除外）必须参加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所有开题和预
答辩，出席率纳入毕业资格审核。 
因故不能出席，须向学院分管学位工作的领导提交书面请假申请。每名博士研究生在
读期间缺席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或答辩的请假申请不能多于2次。 
出席其他校内外的学术报告会不能替代出席同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开题和预答辩。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每名博士研究生必须首先通过资格考试，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 
（2）资格考试时间一般为入学后的第2各学期末或第3个学期初，特殊情况下经学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后可逾期。 
（3）各专业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详见附表3。 
（4）首次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可在6个月后申请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仍未通过者，
按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处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1.硕博连读生综合考试的要求依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 
2.硕士在读生在申请转读博士学位时，应修完硕士学位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均在B
或以上，且Ａ类多于Ｂ类。英语获得了国家6级证书。 
3.硕士在读生必须通过以下考试，才能转读博士学位： 
（1）综合课程考试，开卷考试； 
（2）专业英语水平测试，以口试方式进行。 
（3）考试由博士导师负责。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即必须完成相关选
题的综述。而选题尽量跟自己的学术研究专长相结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的
意义。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3）论文须注重理论创新与学术功底的统一，观点明确，引用资料翔实，论说充分，
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4）论文字数要在十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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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2）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3）掌握较强的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报刊。 
（5）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权威期刊上正式发表。 

 

八、 学习年限  
 5年（硕士生阶段2年，博士生阶段3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劳动就业与城
乡统筹发展 

在促进和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
以促进广泛就业、促进社会公正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的
就业体系、就业机制和就业政策。推进和加速中国城市化发展
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增
长及其均衡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口动态变化以及由此产生
的劳动力供给与就业的长期均衡问题，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劳动
就业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促进机制，包括农村
劳动力转移与就业问题。 

彭希哲教授 博导 
梁鸿教授 博导 
王桂新教授 博导 
郭有德教授 博导 
吴开亚 研究员 博导 
程远 教授  

 

2 
国家能源与公
共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的我国能源前景；我国常规能源发展的基
本战略；经济增长如何摆脱过度依赖能源消耗的模式；替代能
源开发战略；能源与环保战略的整合；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上升
引发的国际关系问题。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综合
防灾减灾规划、突发应急事件管理。 

吴开亚 研究员 博导 
潘克西副教授 
滕五晓教授 

 

3 
公共卫生体制
与国民健康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中国国情，以提高居民公共
卫生服务利用可及性、公平性为目标的公共卫生体制，保障国
民的基本医疗，增进国民健康的经济适宜的服务模式。构建与
完善公共卫生常态机制、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的三大机制，构
建与完善公共卫生组织系统、服务系统、资源系统、管理系统
和信息系统的五大系统，研究公共卫生的社会动员模式与协调
机制，公共卫生的补偿机制与运行机制。公共卫生现代化发展
战略研究，包括市场化、社区化、全民化、法制化的发展战略，
系统化、职业化、专业化、信息化、科技化的发展战略和适宜
性、适变性、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提高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保障
能力，促进居民健康。 

梁鸿教授 博导 
郭有德教授 博导  

4 
政策理论与方
法 

公共政策理论体系和方法及其运用 赵德余 教授 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SOCI620058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研
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59 高级数理统计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SOCI620061 公共政策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71 公共管理导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OLI820010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
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05 人口与发展导论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60 
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研
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70 公共危机管理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5 公共政策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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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学院 

SOCI820009 
公共政策与管理高级专
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08 
社会经济统计与计算机
应用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53 人口经济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0 中国社会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0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5 劳动经济学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7 能源战略与国家安全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8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
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27 
社会政策与社会心理专
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28 社会保障系列讲座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29 政策模拟与实验I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2000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专题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6 中国社会政策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7 
城市与区域管理及政策
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18 环境与公共政策研究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3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830034 能源政策与管理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35 政府危机管理方法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4 政策网络分析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830045 政策模拟与实验II 
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
策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社会保障经典名著导读》 童星,庞绍堂，北京大学出版社   
2 《社会保障概论》 

孙光德，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3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 
Peter Taylor-Gooby, Jens 
O.Zinn著, 黄觉译，中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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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出版社 

4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Keynes J.M.著，译林出版社   
5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商务印
书馆 

  

6 《公共管理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陈振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7 《理解公共政策》 
Thomas R.Dye著, 谢明译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能源经济学——概念、观点、市场与治理》 
萨布海斯•C.巴塔查亚著，冯永
晟周亚敏译 

  
9 《美国公共安全管理导论》 夏保成，当代中国出版社   
10 《应急管理概论》 

米切尔K林德尔著王宏伟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社区安全指令：理论与事务》 滕五晓著，上海三联书店   
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 Where 
the NHS Came from and Where it Could Lead，

Julian Tudor Hart，Policy 
Press 

  

13 
An Undisciplined Economist: Robert G. Evans 
on Health Economics, Health Care Policy, and 
Population Health， 

Morris L. Barer Greg L. 
Stoddar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4 公共政策：共同体、根据与过程 赵德余，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社会保障经典名著导读》 童星,庞绍堂，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社会保障概论》 

孙光德，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7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 
Peter Taylor-Gooby, Jens 
O.Zinn著, 黄觉译，中国劳动
社会保障出版社 

  

18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Keynes J.M.著，译林出版社   
19 《经济周期理论研究》 

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商务印
书馆 

  

20 《公共管理学(研究生教学用书)》 
陈振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1 《理解公共政策》 
Thomas R.Dye著, 谢明译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2 《能源经济学——概念、观点、市场与治理》 
萨布海斯•C.巴塔查亚著，冯永
晟周亚敏译 

  
23 《美国公共安全管理导论》 夏保成，当代中国出版社   
24 《应急管理概论》 

米切尔K林德尔著王宏伟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5 《社区安全指令：理论与事务》 滕五晓著，上海三联书店   
2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 Where 
the NHS Came from and Where it Could Lead，

Julian Tudor Hart，Policy 
Press 

  

27 
An Undisciplined Economist: Robert G. Evans 
on Health Economics, Health Care Policy, and 
Population Health， 

Morris L. Barer Greg L. 
Stoddar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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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历史地理学 060202  

            
一、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历史地理专门
人才。在政治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在专业上勤奋学习，掌握历史地理的基本理论与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及时把握本学
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具有独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能力，能做出
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对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学术贡献。
学制三年(除五年制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生外)，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以科学研究为主，着重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培养敏锐地发现科学
问题以及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毕业后能够胜任中国历史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区域规划、农田水利建设、
环境保护、方志地名、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实际工作，为政府决策部门作专题研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包含4学分 
（一）实践 2学分 
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结合研究方向及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参加科研项目的组织与研究工作； 
（2）配合论文写作，在研究地域进行为期1—2个月的文献资料收集及社会调查工作；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课题申报。 
基本要求：学习组织科研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考核：以指导教师的评价，参与课题研究成果及课题申报的结果为依据。 
（二）学术活动 2学分 
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年组织博士生学术报告会一次，及时报告博士生的研究成果； 
（2）每年组织“禹贡”论坛1—2次； 
（3）每学期组织专题讨论班。 
基本要求：学术报告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点要有创新性与开拓性，
表达清晰、逻辑严密，能够熟练使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考核：根据报告的研究水平与报告的表现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对博士的培养要求，除对所学课程及科研，考察，社会调查进行规定的考试，考
查以外，还对其进行专门的综合考试，主要进行二次，一是中期考核，二是利用论文
预答辩时进行预答辨考试。 
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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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博士生导师，辅导员，所领导及有关教师参加，组成考试小组，对学生进行全面
考试。 
时间一般在第三学期末进行。 
方式为口试或笔试。 
内容包括历史学一级学科、地理学及相关的二级学科，还包括信息，资料等，主要检
查其是否掌握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专门知识。 
考试后，经考试小组讨论，给其优、良、中、及格或不及格的分数。 
 
结合预答辩考试 
预答辩作为提高博土论文质量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检验该生在历史地理某一领域中
研究深度，考试将根据其学位论文在历史地理中具有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所引资
料的完整性及准确性等，同时提出问题，视其回答程度等进行综合打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对象： 
硕士生和硕博连读五年制研究生 
 
时间： 
硕士研究生二年学期结束前。 
 
考核标准： 
参加硕博连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1)二年内硕士学位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优良。 
(2)对历史地理学科应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 
(3)在己修的二年硕土期间，能参加科研项目，具备有独立工作能力，科研能力及创
造思维能力强的学生。 
(4)必须由导师及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教师或研究人员推荐。 
 
考核形式： 
口试：由资格考核小组全体人员参加对该生正式进行综合考核； 
笔试：外文及专业知识的专门考试。 
 
成绩合格者须经考核小组通过并得到指导其导师同意。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始终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选题须经指导小组审核同意。论
文选题要密切结合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必须是本
学科及相关领域中具有先进性、开拓性或前沿性的研究课题。 
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包括：学位论文题目(定义、
内涵等)的确定；研究课题所属领域的学术动态、研究现状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预期达到的目标；实现预期目标的主客观条件、研究路径与
方法，以及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论文写作的初步计划与具体步骤。开题报告由导
师领衔的指导小组负责主持，邀请本学科的部分教师与研究人员参加。最后由3-5名
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决定通过与否。开题报告应在入学后第二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的写作时间从开题报告后算起不得少于2年。开题报告通过后即进入正式撰
写论文阶段。 
博士学位论文应能全面地把握住本专业的研究动态与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
开拓性，对本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具有着重要意义。论文写作要求观点正确，
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可靠，具体的分析、推理过程逻辑严密，文章的谋篇布局合理，
行文流畅，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字数不得少于10万字。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
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改可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学位论
文评分时按论文内容的独创性、对本学科的理论贡献以及论文的写作水平等方面，分
别评定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基础； 
2．熟悉历史地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可及时追踪本专业及相关研究领域的
前沿问题； 
3．是本学科骨干研究人员，在某一研究领域可以独当一面； 
4．熟悉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动向，并可用外语阅读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熟练使用电脑，并能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6．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可以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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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习年限  
 3-4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历史人文地理 

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各人文因素的空间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
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形成和变迁；人口的增
殖、分布和迁徙；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经济要素的地
理配置和变迁；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语言、宗教、风俗、
艺术等文化要素的地域差异和演变过程等。 

周振鹤教授博导； 
葛剑雄教授博导； 
姚大力教授博导； 
王振忠教授博导； 
吴松弟教授博导； 
张伟然教授博导； 
安介生教授博导； 
侯杨方教授博导； 
李晓杰教授博导； 
张晓虹教授博导； 
朱海滨教授博导； 
杨伟兵教授博导 

 

2 历史自然地理 

主要研究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的演变过程以及构成自然环境
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着重研究河流、湖泊
的历史演化过程；海岸的伸缩变化；沙漠的推移变动；气候的
冷暖交替趋势以及动植物分布区的变化等。 

满志敏教授博导； 
王建革教授博导； 
韩昭庆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GEOG620005 中国历史经济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7 中国移民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9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20 历史社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1 历史政治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2 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6 中国历史地貌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7 中国历史气候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9 中国人口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EOG620008 历史环境变迁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11 中国地图学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0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2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EOG630003 中国历史灾害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9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1 蒙元史史料精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4 西南历史边疆地理专题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15 《水经注》研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18 清代沿革地理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630019 中国自然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0 满文基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1 满文文献研读 历史地理 2 36 第二、三学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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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期 

GEOG630024 藏文基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5 西藏史地文献选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6 
歷史地理信息科學英文
文獻導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其他 考查  

GEOG630029 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法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630031 历史地理专业日语初级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32 数字地图制图与应用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33 《清实录》研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8 历史语言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10 徽州社会史研究专题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0 宋元人文地理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3 历史交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5 明清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830006 日本研究论文解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跨一级学
科 

GEOG630008 地理信息系统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历代正史中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
边疆民族外传等 

中华书局 必读  
2 《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 谭其骧主编 必读  
3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侯仁之 必读  
4 《长水集》 谭其骧 必读  
5 《河山集》 史念海 必读  
6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三版）》 邹逸麟 必读  
7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邹逸麟、张修桂主编 必读  
8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邹逸麟主编 必读  
9 《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 阿兰•贝克 必读  
10 《中国区域历史地理》 李孝聪 必读  
11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葛剑雄 必读  
12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周振鹤 必读  
13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坚雅主编 必读  
14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何炳棣 必读  
15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荣新江 必读  
16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张舜徽 必读  
17 《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邹逸麟主编 选读  
18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周振鹤 选读  
19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周振鹤主著 选读  
20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 葛全胜主编 选读  
21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 满志敏 选读  
22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鲁西奇 选读  
23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张修桂 选读  
24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 王文楚 选读  
25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韩茂莉 选读  
26 《中国地图学史》 余定国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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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 选读  
28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李峰 选读  
29 《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 徐少华 选读  
30 《唐代交通图考》 严耕望 选读  
31 《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 斯波义信 选读  
32 《旧史舆地文录》 辛德勇 选读  
33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
实践》 

赵世瑜 选读  

34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
岸市场圈》 

滨下武志 选读  
35 《历史地理》（期刊）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必读  
36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 陕西师范大学 必读  
37 《历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必读  
38 《地理学报》（期刊） 中国地理学会 必读  
39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期刊）Elsevier 必读  
40 《中国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选读  
41 《近代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选读  
42 《地理研究》（期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 

选读  

43 《第四纪研究》（期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 

选读  

4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
中心 

选读  

45 《中国农史》（期刊）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
科学院等 

选读  
46 《文物》（期刊） 文物出版社 选读  
47 《考古》（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选读  
48 《清史研究》（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选读  
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期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期
刊）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选读  

51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期刊）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Quaternary Research 

选读  
52 《Climatic Change》（期刊） Springer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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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硕博连读） 060202a  
            
一、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历史地理专门
人才。在政治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在专业上勤奋学习，掌握历史地理的基本理论与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及时把握本学
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具有独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能力，能做出
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对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学术贡献。
学制三年(除五年制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生外)，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以科学研究为主，着重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培养敏锐地发现科学
问题以及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毕业后能够胜任中国历史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区域规划、农田水利建设、
环境保护、方志地名、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实际工作，为政府决策部门作专题研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8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基础课 3 7   
 学位专业课 5 10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3 5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专业外语 2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必修环节包含8学分 
（一）实践 4学分 
硕士阶段 2学分 
（1）结合研究方向，参加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配合研究论文写作，在研究地域进行为期1—2个月的文献资料收集及社会调查
工作；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学术报告。 
基本要求：学习科研项目的组织工作，培养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考核：参考指导教师的评价，并以所参与课题的研究成果及课题申报的结果为依据。
 
博士阶段 2学分 
（1）结合研究方向及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参加科研项目的组织与研究工作； 
（2）配合论文写作，在研究地域进行为期1—2个月的文献资料收集及社会调查工作；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课题申报。 
基本要求：学习组织科研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考核：以指导教师的评价，参与课题研究成果及课题申报的结果为依据。 
 
（二）学术活动 4学分 
硕士阶段 
（1）每年组织硕士生学术研讨会1次，要求硕士生及时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熟悉学
术报告的所有环节； 
（2）参加历史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报告和前沿讲座不得少于10次，掌握最新的
国内外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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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提交有质量的学术报告并掌握学术报告的要点。在各种学术活动中能够提
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考核：以学术报告和提问作为评分的依据。 
 
博士阶段 
（1）每年组织博士生学术报告会一次，及时报告博士生的研究成果； 
（2）每年组织“禹贡”论坛1—2次； 
（3）每学期组织专题讨论班。 
基本要求：学术报告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点要有创新性与开拓性，
表达清晰、逻辑严密，能够熟练使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考核：根据报告的研究水平与报告的表现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对博士的培养要求，除对所学课程及科研，考察，社会调查进行规定的考试，考
查以外，还对其进行专门的综合考试，主要进行二次，一是中期考核，二是利用论文
预答辩时进行预答辨考试。 
中期考核 
全所博士生导师，辅导员，所领导及有关教师参加，组成考试小组，对学生进行全面
考试。 
时间一般在第三学期末进行。 
方式为口试或笔试。 
内容包括历史学一级学科、地理学及相关的二级学科，还包括信息，资料等，主要检
查其是否掌握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专门知识。 
考试后，经考试小组讨论，给其优、良、中、及格或不及格的分数。 
 
结合预答辩考试 
预答辩作为提高博土论文质量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检验该生在历史地理某一领域中
研究深度，考试将根据其学位论文在历史地理中具有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所引资
料的完整性及准确性等，同时提出问题，视其回答程度等进行综合打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对象： 
硕士生和硕博连读五年制研究生 
 
时间： 
硕士研究生二年学期结束前。 
 
考核标准： 
参加硕博连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1)二年内硕士学位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优良。 
(2)对历史地理学科应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 
(3)在己修的二年硕土期间，能参加科研项目，具备有独立工作能力，科研能力及创
造思维能力强的学生。 
(4)必须由导师及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教师或研究人员推荐。 
 
考核形式： 
口试：由资格考核小组全体人员参加对该生正式进行综合考核； 
笔试：外文及专业知识的专门考试。 
 
成绩合格者须经考核小组通过并得到指导其导师同意。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始终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选题须经指导小组审核同意。论
文选题要密切结合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必须是本
学科及相关领域中具有先进性、开拓性或前沿性的研究课题。 
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包括：学位论文题目(定义、
内涵等)的确定；研究课题所属领域的学术动态、研究现状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预期达到的目标；实现预期目标的主客观条件、研究路径与
方法，以及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论文写作的初步计划与具体步骤。开题报告由导
师领衔的指导小组负责主持，邀请本学科的部分教师与研究人员参加。最后由3-5名
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决定通过与否。开题报告应在博士阶段第二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的写作时间从开题报告后算起不得少于2年。开题报告通过后即进入正式撰
写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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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应能全面地把握住本专业的研究动态与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
开拓性，对本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具有着重要意义。论文写作要求观点正确，
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可靠，具体的分析、推理过程逻辑严密，文章的谋篇布局合理，
行文流畅，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字数不得少于10万字。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
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改可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学位论
文评分时按论文内容的独创性、对本学科的理论贡献以及论文的写作水平等方面，分
别评定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基础； 
2．熟悉历史地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可及时追踪本专业及相关研究领域的
前沿问题； 
3．是本学科骨干研究人员，在某一研究领域可以独当一面； 
4．熟悉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动向，并可用外语阅读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熟练使用电脑，并能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6．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可以正式出版； 

 

八、 学习年限  
 5-6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历史人文地理 

主要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各人文因素的空间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
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形成和变迁；人口的增
殖、分布和迁徙；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经济要素的地
理配置和变迁；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语言、宗教、风俗、
艺术等文化要素的地域差异和演变过程等。 

周振鹤教授博导； 
葛剑雄教授博导； 
姚大力教授博导； 
王振忠教授博导； 
吴松弟教授博导； 
张伟然教授博导； 
安介生教授博导； 
侯杨方教授博导； 
李晓杰教授博导； 
张晓虹教授博导； 
朱海滨教授博导； 
杨伟兵教授博导 

 

2 历史自然地理 

主要研究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的演变过程以及构成自然环境
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着重研究河流、湖泊
的历史演化过程；海岸的伸缩变化；沙漠的推移变动；气候的
冷暖交替趋势以及动植物分布区的变化等。 

满志敏教授博导； 
王建革教授博导； 
韩昭庆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基础
课 

GEOG620000 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1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2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3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13 历史地理学综合实习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GEOG620004 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5 中国历史经济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7 中国移民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8 历史环境变迁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9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11 中国地图学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12 中国疆域政区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20 历史社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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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820001 历史政治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2 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6 中国历史地貌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7 中国历史气候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9 中国人口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EOG630000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2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3 中国历史灾害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9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1 蒙元史史料精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4 西南历史边疆地理专题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GEOG630015 《水经注》研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18 清代沿革地理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630019 中国自然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0 满文基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1 满文文献研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4 藏文基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5 西藏史地文献选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6 
歷史地理信息科學英文
文獻導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其他 考查  

GEOG630027 
ArcGIS空间分析与历史
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29 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法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630031 历史地理专业日语初级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32 数字地图制图与应用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33 《清实录》研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8 历史语言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10 徽州社会史研究专题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0 宋元人文地理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3 历史交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5 明清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830006 日本研究论文解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跨一级学
科 

GEOG630008 地理信息系统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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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何炳棣 必读  
2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荣新江 必读  
3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张舜徽 必读  
4 《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邹逸麟主编 选读  
5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周振鹤 选读  
6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周振鹤主著 选读  
7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 葛全胜主编 选读  
8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 满志敏 选读  
9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鲁西奇 选读  
10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张修桂 选读  
11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 王文楚 选读  
12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韩茂莉 选读  
13 《中国地图学史》 余定国 选读  
14 《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 选读  
15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李峰 选读  
16 《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 徐少华 选读  
17 《唐代交通图考》 严耕望 选读  
18 《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 斯波义信 选读  
19 《旧史舆地文录》 辛德勇 选读  
20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
实践》 

赵世瑜 选读  

21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
岸市场圈》 

滨下武志 选读  
22 《历史地理》（期刊）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必读  
2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 陕西师范大学 必读  
24 《历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必读  
25 

历代正史中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
边疆民族外传等 

中华书局 必读  
26 《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 谭其骧主编 必读  
27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侯仁之 必读  
28 《长水集》 谭其骧 必读  
29 《河山集》 史念海 必读  
30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三版）》 邹逸麟 必读  
31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邹逸麟、张修桂主编 必读  
32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邹逸麟主编 必读  
33 《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 阿兰•贝克 必读  
34 《中国区域历史地理》 李孝聪 必读  
35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葛剑雄 必读  
36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周振鹤 必读  
37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坚雅主编 必读  
38 《地理学报》（期刊） 中国地理学会 必读  
39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期刊）Elsevier 必读  
40 《中国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选读  
41 《近代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选读  
42 《地理研究》（期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 

选读  

43 《第四纪研究》（期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 

选读  

4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
中心 

选读  

45 《中国农史》（期刊）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
科学院等 

选读  
46 《文物》（期刊） 文物出版社 选读  
47 《考古》（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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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清史研究》（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选读  
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期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期
刊）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选读  

51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期刊）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Quaternary Research 

选读  
52 《Climatic Change》（期刊） Springer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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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史地 0602Z2  
            
一、 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历史地理高级专门人才。在政治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邓小平理论，
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艰苦奋斗精神，愿意为社
会主义事业献身。 
在专业上勤奋学习，掌握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及时把握
本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具有独立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能力，能
做出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对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学术贡
献。 
学制三年(除五年制研究生和硕博连读生外)，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以科学研究为主，着重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培养敏锐地发现科学
问题以及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毕业后能够胜任与边疆史地研究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民族史研究与教学、
区域史与边疆史研究与教学、边疆社会管理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实际工作，为政府
人口决策部门作专题研究。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7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跨一级学科 1 2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
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 
（1）结合研究方向及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参加科研项目的组织与研究工作； 
（2）配合论文写作，在研究地域进行为期1—2个月的文献资料收集及社会调查工作；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课题申报。 
基本要求：学习组织科研项目，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考核：以指导教师的评价，参与课题研究成果及课题申报的结果为依据。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1）每年组织博士生学术报告会一次，及时报告博士生的研究成果； 
（2）每年组织“禹贡”论坛1—2次； 
（3）每学期组织专题讨论班。 
基本要求：学术报告的论题要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点要有创新性与开拓性，
表达清晰、逻辑严密，能够熟练使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考核：根据报告的研究水平与报告的表现评分。 

 

四、 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根据对博士的培养要求，除对所学课程及科研，考察，社会调查进行规定的考试，考
查以外，还对其进行专门的综合考试，主要进行二次，一是中期考核，二是利用论文
预答辩时进行预答辨考试。 
 
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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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博士生导师，辅导员，所领导及有关教师参加，组成考试小组，对学生进行全面
考试。 
时间一般在第三学期末进行。 
方式为口试或笔试。 
内容包括历史学一级学科、地理学及相关的二级学科，还包括信息，资料等，主要检
查其是否掌握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专门知识。 
考试后，经考试小组讨论，给其优、良、中、及格或不及格的分数。 
 
结合预答辩考试 
预答辩作为提高博土论文质量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检验该生在历史地理某一领域中
研究深度，考试将根据其学位论文在历史地理中具有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所引资
料的完整性及准确性等，同时提出问题，视其回答程度等进行综合打分。 

五、 硕博连读生学科综合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对象： 
硕士生和硕博连读五年制研究生 
 
时间： 
硕士研究生二年学期结束前。 
 
考核标准： 
参加硕博连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1)二年内硕士学位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优良。 
(2)对历史地理学科应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 
(3)在己修的二年硕土期间，能参加科研项目，具备有独立工作能力，科研能力及创
造思维能力强的学生。 
(4)必须由导师及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教师或研究人员推荐。 
 
考核形式： 
口试：由资格考核小组全体人员参加对该生正式进行综合考核； 
笔试：外文及专业知识的专门考试。 
 
成绩合格者须经考核小组通过并得到指导其导师同意。 

 

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始终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论文选题须经指导小组审核同意。论
文选题要密切结合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必须是本
学科及相关领域中具有先进性、开拓性或前沿性的研究课题。 
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包括：学位论文题目(定义、
内涵等)的确定；研究课题所属领域的学术动态、研究现状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预期达到的目标；实现预期目标的主客观条件、研究路径与
方法，以及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论文写作的初步计划与具体步骤。开题报告由导
师领衔的指导小组负责主持，邀请本学科的部分教师与研究人员参加。最后由3-5名
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决定通过与否。开题报告应在入学后第二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的写作时间从开题报告后算起不得少于2年。开题报告通过后即进入正式撰
写论文阶段。 
博士学位论文应能全面地把握住本专业的研究动态与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
开拓性，对本学科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具有着重要意义。论文写作要求观点正确，
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可靠，具体的分析、推理过程逻辑严密，文章的谋篇布局合理，
行文流畅，符合学术规范。论文的字数不得少于10万字。论文的部分章节经过修改后
达到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过修改可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学位论
文评分时按论文内容的独创性、对本学科的理论贡献以及论文的写作水平等方面，分
别评定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七、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理论基础； 
2．熟悉中国边疆史地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可及时追踪本专业及相关研究领域
的前沿问题； 
3．是本学科骨干研究人员，在某一研究领域可以独当一面； 
4．熟悉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动向，并可用外语阅读原著并写作专业论文； 
5．熟练使用电脑，并能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6．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可以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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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学习年限  
 3--4年  
九、 其他  

   
本专业研究方向及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  

1 边疆政治地理 

（1）边疆政区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边界史。该重点以史地所
原有学科优势历史政区地理为依托，拟聚焦于边疆与内地行政
之间的衔接以及边界史相关问题。（2）清代对西部中国的领土
开拓与治理多使用满、蒙、藏文作为主要行政语言。以体系引
进的新成员作为基本力量在该领域内的工作，可以逐步发育为
本学科的重大特色之一。 

周振鹤教授博导； 
李晓杰教授博导 
齐光副教授 

 

2 
边疆开发与生
态环境变迁 

对边疆生态环境的研究，已成为本所近几年培育的学术优势之
一。本方向拟在内蒙古农、牧混合带，贵州与云南气候、生态
与环境史等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在本领域科研中采用
多学科综合考察与分析的方法。 

王建革教授博导； 
张晓虹教授博导； 
韩昭庆教授博导； 
杨煜达教授 

 

3 
边疆族群社会、
经济与文化变
迁 

边疆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是发展中的边疆史地和边疆学
重要组成，近些年愈发受到重视。本所在北方移民与人口、区
域族群与文化地理，以及西南经济开发和社会治理等方面，拥
有较强研究优势，研究成果丰厚。本方向拟在原有基础上，对
边陲地区社会经济历史过程和区域人群、文化流变等情况继续
展开专题研究。 

姚大力教授博导； 
安介生教授博导； 
杨伟兵教授博导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修读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授课方式 考试方式  

学位专业
课 

GEOG620007 中国移民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0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9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1 历史政治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2 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6 中国历史地貌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GEOG620005 中国历史经济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8 历史环境变迁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09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2 中国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3 中国历史灾害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1 蒙元史史料精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4 西南历史边疆地理专题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GEOG630017 西方地理学研究导论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630018 清代沿革地理专题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630020 满文基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1 满文文献研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4 藏文基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5 西藏史地文献选读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6 
歷史地理信息科學英文
文獻導讀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其他 考查  

GEOG820007 中国历史气候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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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820008 历史语言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20009 中国人口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3 历史交通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830004 欧洲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GEOG830005 明清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跨一级学
科 

GEOG630008 地理信息系统 
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献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备注  
1 

历代正史中《地理志》、《食货志》、《四裔边
疆民族传》 

中华书局   

2 
《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
《通典》、《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中民
族地理内容 

中华书局   

3 《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及文字解说 谭其骧   
4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侯仁之   
5 《长水集》（上、下、续编） 谭其骧   
6 《河山集》（1—6集） 史念海   
7 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 何炳棣   
8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邹逸麟   
9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 科学出版社   
10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邹逸麟   
11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 张丕远等   
12 《地理学思想史》 普雷斯顿•詹姆斯   
13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山东教育出版社   
14 《中国移民史》（六卷本） 葛剑雄等   
15 《中国人口史》（多卷本） 葛剑雄等   
16 《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等   
17 《汉晋文化地理研究》 卢云   
18 《中国疆域沿革史》 顾颉刚等   
19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志》 严耕望   
20 《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   
21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坚雅   
22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侯仁之   
23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张舜徽   
2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纪昀等   
25 《校勘学释例》 陈垣   
26 《中国地图史纲》 王庸   
27 《历史地理》（期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8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 陕西师范大学   
29 《九州》（期刊） 北京大学   
30 《历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科院   
31 《地理学报》 中国地理学会   
32 《地理研究》（期刊）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   
33 《中国史研究》（期刊）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34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5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   
36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 民族出版社   
37 《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册） 民族出版社   
38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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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民族学通论》（修订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40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41 《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 云南教育出版社   
42 《满族的社会组织》 商务印书馆   
43 《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民族出版社   
44 《历史地理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45 《民国边政史料汇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46 《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 上海辞书出版社   
47 《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48 《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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