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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030203  
            
一、 培养目标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政治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本专业培养的是
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要求硕士研究生较好地
掌握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
质和学术素质；并能了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
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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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坚实专业基本功。
通过有关阅读与思考，进行学术训练，以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在教学、研究和
导师指导过程中，逐步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培养具有相关知识和工作能力的综合性人才。努力打破学科专业限制，充分借
助本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和各学科力量，注重跨学科和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在教学
研究以及课程设置上，注意培养既在本专业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又在公共事务领域
具备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是注重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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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以适应毕业后从事研究和工作的需要。 
四是遵守学术规范，培养健全人格。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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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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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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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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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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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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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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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为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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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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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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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包括观点和方法上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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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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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论文完成后应争取公开发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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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学术报
告。 
评价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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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大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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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硕士学位。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4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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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思潮
与运动 

1.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题研究； 
3.当代社会主义与左翼思潮研究； 
4.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研究。 

肖巍教授、博导 
钱箭星教授 
陈华杰副教授 

 

2 
科技革命与现
代社会 

1.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 
2.科技进步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影响； 
3.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 
4.科技与人文专题研究。 

徐宗良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刘学礼副教授 

 

3 
当代资本主义
研究 

1.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世界经济与政治专题研究； 
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研究； 
4.民主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研究。 

钱箭星教授 
陈华杰副教授 
刘学礼副教授 

 

4 
当代中国政治
与经济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 
2.全球化视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 
3.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战略研究； 
4.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评价研究。 

肖巍教授、博导 
吴海江教授 
陈华杰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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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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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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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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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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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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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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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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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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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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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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11 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选读  
12 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导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选读  
13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选读  
14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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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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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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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选读  
19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央编译局马研部 选读  
20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山东大学 选读  
21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2 教学与研究 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23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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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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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030204  
            
一、 培养目标  

 

总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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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学研究和从事行政工作的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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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良好专业基础的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良好专业基本
功。作为研究型人才，基本功包括：（1）能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2）在教
学和导师个别指导过程中要求学生学会独立思考，逐步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3）加强历史研究方法的教育，努力进行学术思维的培养。本学科一个明确的
思路是：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不论是师资的培养，还是对学生的教育，都坚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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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宣传或
简单的注解。 
第二，培养具有广博知识面的综合性人才。努力打破学科界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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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即有学术创新能力，又具备从事国家公共事务
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第三，注重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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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
神，这是现实社会对各种人才的普遍要求。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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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本专业将针对学生所面临的大环境和个体差
异，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教育。即教学问，又教做人。提倡学问与道德同步增长；提
倡博学而笃志、有所作为和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培养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讲求
诚信，勇于克服困难的健全人格。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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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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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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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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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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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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研究生每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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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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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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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具有现实意义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角度新颖或具有创新性。 
2、论文结构合理有逻辑性。 
3、以较为丰富和先进的史料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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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能正确运用所学的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5、论文在对问题阐述中应有自己的见解，表现出学术研究的特点或体现出一定的学
术价值。 
6、做到语言通畅，观点正确，思路清晰，层次清楚。 
7、论文写作既要遵守学术规范，也要遵守道德规范。 
8、论文能体现作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的基础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9、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修改的论文可公开发表。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在学习期间能根据所学专业基础知识，进行一般性问题的研究。在对问题的研究过
程中，表现为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规范和基本能力，经过教师指导后的论文可达
到在一般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在学习期间要有一篇以上的习作公开发表。
具体表现： 
第一，有能力查阅、辨析和分析文献资料，并能在研究中正确运用这些资料。 
第二，在学习和研究问题中，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第三，能在教师帮助下，独立完成某一课题的研究（包括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1、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确立论文题目，并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大体框架。 
2、经过修改，可以形成结构比较合理的论文写作提纲。 
3、有正确表述和论证自己观点的能力。在论文的写作中能做到语言通畅，思路清晰，
有逻辑性。 
第四，在教师的指导下，能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4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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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艳华教授、博导 
李冉副教授 
高晓林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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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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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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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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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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现代化 布莱克编 必读  
18 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等主编 必读  
19 中华民国史 李新主编 必读  
20 国共关系史（上中下） 黄修荣 必读  
2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麦克法夸尔 选读  
22 国史札记 林蕴晖 选读  
2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选读  
24 中国社会科学 人民出版社 选读  
25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选读  
26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选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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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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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31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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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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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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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专业硕士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与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了解
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具备较强的组织管
理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熟练掌握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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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良好专业基础的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良好专业基本
功。能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在教学和导师个别指导过程中要求学生独立思考，
逐步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通过阅读重要著作，进行学术思维培养。 
（二）培养具有广博知识面的综合性人才。努力打破学科局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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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在本专业既有学术创新能力，又具备国家公共事务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 
（三）注重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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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把思想道德和人格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本专业针
对学生所面临的大环境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教育方式的探索与创新，培
养健全人格。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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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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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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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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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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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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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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硕士论文的选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选题新颖，立意较高。论文开题必须以书面形式在第四学期向本专业
毕业论文审核委员会呈报并在审核会上作开题报告，接受审核委员会（必须由具有
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的质询。开题报告应说明学位论文的题目及题旨，选题的理
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论文写作的参考文献以及撰写学
位论文的具体步骤。 
（2）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需要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论文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学位论文以其内在的质量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 
优：论文选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体现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和开拓
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资料翔实，文笔流畅。
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 
良：论文选题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体现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和
科学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楚，资料翔实，文笔通顺。基本达到公开发
表的水平。 
合格：论文选题得当；能体现本学科研究的综合性；观点正确，论证清楚，资料丰
富，文笔通顺。 
不合格：题旨模糊，观点不正确，结构不合理，认证不充分，引用资料失实失当。 
（4）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字数不低于2万字，论文规格应符合校研
究生院的统一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必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认知、
分析、综合、创新、社会调查、数据处理，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为一体的综合性能力。
具体包括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查阅文件和资料的能力、熟练
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和熟练运用微机的能力。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与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并且必须参加和聆听有关学术报告活
动，在学期间至少听5次，作2次报告。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4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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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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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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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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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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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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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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属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要求本专业硕士生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
理论，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了解政治学、经济学、教
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科学研究能
力；熟练掌握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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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良好专业基础的研究型人才。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良好专业基本
功。能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在教学和导师个别指导过程中要求学生独立思考，
逐步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通过阅读重要著作，进行学术思维培养。 
（二）培养具有广博知识面的综合性人才。努力打破学科局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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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在本专业既有学术创新能力，又具备国家公共事务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 
（三）注重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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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把思想道德和人格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本专业针
对学生所面临的大环境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教育方式的探索与创新，培
养健全人格。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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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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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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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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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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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为主要内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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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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硕士论文的选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选题新颖，立意较高。论文开题必须以书面形式在第四学期向本专业
毕业论文审核委员会呈报并在审核会上作开题报告，接受审核委员会（必须由具有
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的质询。开题报告应说明学位论文的题目及题旨，选题的理
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论文写作的参考文献以及撰写学
位论文的具体步骤。 
（2）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政治学学科发展需要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论文包括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学位论文以其内在的质量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 
优：论文选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体现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和开拓
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资料翔实，文笔流畅。
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 
良：论文选题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体现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和
科学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楚，资料翔实，文笔通顺。基本达到公开发
表的水平。 
合格：论文选题得当；能体现本学科研究的综合性；观点正确，论证清楚，资料丰
富，文笔通顺。 
不合格：题旨模糊，观点不正确，结构不合理，认证不充分，引用资料失实失当。 
（4）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字数不低于2万字，论文规格应符合校研
究生院的统一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必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认知、
分析、综合、创新、社会调查、数据处理，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为一体的综合性能力。
具体包括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查阅文件和资料的能力、熟练
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和熟练运用微机的能力。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与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并且必须参加和聆听有关学术报告活
动，在学期间至少听5次，作2次报告。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4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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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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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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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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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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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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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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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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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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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1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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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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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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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所 

选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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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选读  
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选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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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23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 

选读  
24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5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选读  
26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选读  
27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选读  
28 毛泽东年谱 人民出版社 选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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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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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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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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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0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
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要求本专业硕士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与思
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学术素质；了解政
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
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熟练掌握外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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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良好专业基础的研究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在三年内打下良好专
业基本功。能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在教学和导师个别指导过程中要求学生独
立思考，逐步形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通过阅读重要著作，进行学术思维培
养。 
（二）培养具有广博知识面的综合性人才。努力打破学科局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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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在本专业既有学术创新能力，又具备国家公共事务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 
（三）注重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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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提倡独立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把思想道德和人格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本专业针
对学生所面临的大环境和个体差异，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教育方式的探索与创新，培
养健全人格。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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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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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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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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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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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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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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基本要求：硕士论文的选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导，选题新颖，立意较高。论文开题必须以书面形式在第四学期向本专业
毕业论文审核委员会呈报并在审核会上作开题报告，接受审核委员会（必须由具有
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的质询。开题报告应说明学位论文的题目及题旨，选题的理
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论文写作的参考文献以及撰写学
位论文的具体步骤。 
（2）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政治学学科发展需要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论文包括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3）学位论文以其内在的质量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 
优：论文选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体现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和开拓
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资料翔实，文笔流畅。
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 
良：论文选题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体现学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和
科学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条理清楚，资料翔实，文笔通顺。基本达到公开发
表的水平。 
合格：论文选题得当；能体现本学科研究的综合性；观点正确，论证清楚，资料丰
富，文笔通顺。 
不合格：题旨模糊，观点不正确，结构不合理，认证不充分，引用资料失实失当。 
（4）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字数不低于2万字，论文规格应符合校研
究生院的统一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必须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认知、分析、
综合、创新、社会调查、数据处理，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为一体的综合性能力。具体
包括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查阅文件和资料的能力、熟练的语
言表达能力、熟练运用外语的能力和熟练运用微机的能力。 
硕士生申请获得硕士学位，必须在国内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包括录用待发表）一
篇专业学术论文，署名排名第一。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与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并且必须参加和聆听有关学术报告活
动，在学期间至少听5次，作2次报告。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3-4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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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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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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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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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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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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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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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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与政治 韦伯，三联书店1998年 选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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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4 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选读  
25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选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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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伦理学研究 中国伦理学会 选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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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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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选读  
31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 选读  
32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33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 选读  
34 国外理论动态 中央编译局 选读  
35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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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
能就某一前沿课题撰写论文。掌握一门外语，能运用机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具备独
立研究语言学问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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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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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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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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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辅助性工作； 
（2）可利用课堂讨论的方式，安排讨论发言，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理解能力和口头
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以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进行必要的学术论文写作的训练，
以加强从事学术研究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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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听前沿学术讲座5次。学术报告的基本
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逻辑思维较为严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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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题具有学术意义，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阶段。 
（2）论文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3）论文必须是独立完成的，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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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少于3万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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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调查和研究能力。 
（3）能用第一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 
（4）所撰重要论文可以达到在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 
（5）有担任本专业课程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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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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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忠平副研究员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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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00 古代汉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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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01 古典文献学概论 
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ANCI620025 文字音韵训诂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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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26 文字音韵训诂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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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27 古籍校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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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01 专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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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02 文言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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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39 中古汉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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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0 说文解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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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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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43 古汉语词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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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5 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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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6 音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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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7 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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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8 音系学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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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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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75 音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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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93 语音史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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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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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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读  
8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 洪诚 心读  
9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必读  
10 广雅疏证 王念孙 必读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1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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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义述闻 王引之 必读  
24 尔雅义疏 郝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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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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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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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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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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4010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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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系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知识，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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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和计算机工具，从事古籍的文本整理、
版本鉴定、目录编纂等相关工作，或特定专题的文献研究，适应高等院校、研究机
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基础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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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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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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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相关专业课助教一学期； 
（2）在导师或本中心其他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中担任辅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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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作学术报告一次； 
（2）在学期间，听由本校主办的学术报告和前沿讲座合计不少于五次。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初定后必须进行开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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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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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具有独创性，引文翔实，考证合理，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并达到在国
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4）普通论文字数应在三万字左右，传统体式的年谱、笺注等字数不应少于八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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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系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知识； 
（2）能从事古籍的文本整理、版本鉴定、目录编纂等工作，或特定专题的文献研究，
相关成果合乎学术规范； 
（3）能运用一门外语翻阅专业书刊； 
（4）能运用电脑从事文献整理工作。 

 

六、 学习年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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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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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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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00 古代汉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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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01 古典文献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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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ANCI620028 版本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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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34 古籍整理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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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35 古籍整理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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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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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35 欧美汉学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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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36 日本汉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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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5 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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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6 音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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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47 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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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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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630051 古籍印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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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54 陈寅恪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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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58 视像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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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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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77 西方校勘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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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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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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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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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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具
有较强的从事本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并能较为熟练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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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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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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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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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辅助性工作； 
（2）可利用课堂讨论的方式，安排讨论发言，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理解能力和口头
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以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进行必要的学术论文写作的训练，
以加强从事学术研究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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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听前沿学术讲座5次。学术报告的基本
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逻辑思维较为严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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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对学科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2）论述内容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 
（3）所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 
（4）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文字表述明晰。 
（5）总字数一般不少于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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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应了解本专业的研究动态，并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 
（2）具有独立的开展科研工作和担当教学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能较为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书籍； 
（4）具有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和资料检索的能力； 
（5）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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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向以先秦两汉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中国文学在自发
阶段以及从自发向自觉阶段过渡进程中，在文学观念及文学样
式等方面所呈现的一系列特征，重点涉及《诗经》、楚辞、汉
赋、汉代诗歌等创作渊源、承启关系、演变趋势以及各自的艺
术特色，兼及这一阶段文学性散文的萌发、发展以及对后世文
学的影响。 

徐艳研究员博导 
吴冠文副研究员 
 

 

2 
魏晋南北朝文
学 

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在观念形态与
在内容题材、创作样式、表现手法等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以及对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文化思潮等一系列
重要的因素，由此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学
史上的地位。 

郑利华教授博导 
徐艳研究员博导 
吴冠文副研究员 

 

3 唐宋文学 

主要研究唐宋（含五代辽金）诗词、散文、辞赋、小说等文学
样式的演进及其作家作品乃至诸种文学现象、流派、思潮和影
响其发展的诸重要因素，依据现存文献资料进行宏观审视和微
观考察，以深入阐发中世文学在这一时期从拓展走向分化乃至
向近世文学演化的历程、特色和意义。 

黄仁生教授博导  

4 元明清文学 

主要研究元明清戏曲、小说等新兴文学样式和诗词、散文、辞
赋等传统文学样式的演进及其作家作品，以及诸种文学现象、
流派、思潮和影响其发展的诸重要因素，依据现存文献资料进
行宏观审视和微观考察，以深入阐发它作为近世文学的演进历
程、特色意义以及它与中世文学、现代文学的联系。 

陈广宏教授博导 
郑利华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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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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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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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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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ANCI630000 专业论文与学术规范 中国古代文 2 36 第三、四学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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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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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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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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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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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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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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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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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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74 魏晋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30075 音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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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78 
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ANCI630079 
中国古代戏曲评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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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ANCI630080 《文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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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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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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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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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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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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世恒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27 《初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28 《二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29 《六十种曲》 毛晋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30 《吴梅村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选读  
31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选读  
32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 选读  
33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必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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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必读  
36 《长生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必读  
37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必读  
38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必读  
39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必读  
40 《文学理论》 韦勒克著，三联书店1984年 必读  
41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选读  
42 《管锥编》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43 《谈艺录》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选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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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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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必读  
47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48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必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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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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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选读  
51 《文史哲》 山东大学 选读  
52 《江海学刊》 江苏社科院 选读  
53 《学术月刊》 上海社科界联合会 选读  
54 《文献》 国家图书馆 选读  
55 《复旦学报》（社科版） 复旦大学 必读  
56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大学 必读  
57 《中国人民大学》（社科版）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58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59 《南开学报》（社科版） 南开大学 选读  
60 《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南京大学 选读  
6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选读  
62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山大学 选读  
63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选读  
64 《日本中国学会报》 日本中国学会 选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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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东方学报》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选读  
67 《东方学》 日本东方学会 选读  
6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dvard-Yen 
ching Institute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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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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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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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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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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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辅助性工作； 
（2）可利用课堂讨论的方式，安排讨论发言，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理解能力和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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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能力； 
（3）在导师的指导下，以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进行必要的学术论文写作的训练，
以加强从事学术研究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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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听前沿学术讲座5次。学术报告的基本
要求为所论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逻辑思维较为严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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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对学科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2）论述内容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 
（3）所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 
（4）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文字表述明晰。 
（5）总字数一般不少于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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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应了解本专业的研究动态，并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 
（2）具有独立的开展科研工作和担当教学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能较为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书籍； 
（4）具有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和资料检索的能力； 
（5）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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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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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教授博导 
 

 

3 
中国诗歌古今
演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延绵年代最为长久、形式和题材最为丰
富、创作数量最为巨大的文体，历来是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
要的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的研究往往按照时代、作
家、思想内容、作品形式等机械的程式分割得过于细碎，而且
几乎很少注意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关系，本专业方向强
调中国诗歌研究的总体意识和古今贯通的意识，在此前提下，
从诗歌形态的重要因素即语言、格式、音律、意象、核心主题
等方面着眼，对中国诗歌的发生、成长、兴盛、演化、向现代
方向的推进等一系列重大环节进行深入探讨，并由此进一步分
析诗歌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
点以及古诗与现代诗歌的关系。 

骆玉明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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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02 中国古代文学概论 中国古代文 3 54 第一、二学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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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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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NCI620052 
中国文学古今贯通研
究方法论 

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中心
(古籍所)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ANCI620053 
13－20世纪中国文学
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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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54 
中国上古－中世文学
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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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55 中国现代文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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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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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57 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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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58 中国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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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59 中国诗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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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20060 
13－20世纪中国诗歌
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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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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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74 魏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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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84 南北朝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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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86 北宋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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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87 晚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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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88 吴伟业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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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I630089 《红楼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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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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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中华书局1981年 必读  
2 《杜诗详注》 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 必读  
3 《全唐诗》 彭定求等编纂，中华书局1960年 选读  
4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选读  
5 《文学理论》 韦勒克著，三联书店1984年 必读  
6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选读  
7 《管锥编》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8 《谈艺录》 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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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 

必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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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必读  
12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必读  
13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必读  
14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必读  
15 《胡适文存》 胡适著，上海书店1989年 必读  
16 《欧阳文忠公集》 《四部丛刊》本 选读  
17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1982年 选读  
18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 选读  
19 《全宋词》 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年 选读  
20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必读  
21 《元曲选》 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22 《空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
书》本 

必读  
23 《焚书》、《续焚书》 中华书局1975年 必读  
24 《袁宏道集笺校》 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必读  
25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必读  
26 《水浒全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必读  
27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必读  
28 《金瓶梅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必读  
29 

《古今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30 《警世通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31 《醒世恒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选读  
32 《初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33 《二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选读  
34 《六十种曲》 毛晋编，中华书局1958年 选读  
35 《吴梅村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选读  
36 《小仓山房诗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选读  
37 《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 选读  
38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必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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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必读  
41 《长生殿》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必读  
42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必读  
43 《线下》 

叶绍钧著，《文学研究会丛书》，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5年 

必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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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著，《晨报社丛书》，北京晨报
社1923年 

必读  
46 《雨天的书》 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 必读  
47 《谈龙集》 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 必读  
48 《谈虎集》 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必读  
49 《幻灭》 茅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必读  
50 《动摇》 茅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必读  
51 《追求》 茅盾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必读  
52 《虹》 茅盾著，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必读  
53 《子夜》 茅盾著，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必读  
54 《腐蚀》 茅盾著，上海知识出版社1941年 必读  
55 《霜叶红似二月花》 茅盾著，桂林华华书店1943年 必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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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边城》 沈从文著，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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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八骏图》 
沈从文著，《文学丛刊》，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1935年 

必读  

59 《无弦琴》 
亦门著，《七月诗丛》，胡风编，上海
希望社1942年 

必读  
60 《胡风评论集》 胡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必读  
61 《白色花》 阿垅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必读  
62 《偶像》 

张恨水著，《新民报文艺丛书》，重庆
新民报社1944年 

必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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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传奇》 张爱玲著，上海杂志社1944年 必读  
65 《汉园集》 

卞之淋、何其芳、李广田等著，上海书
店1993年 

必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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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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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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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毛诗正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必读  
70 《楚辞》 《四部丛刊》本 必读  
71 《史记》 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必读  
72 《六臣注文选》 《四部丛刊》本 必读  
73 《我底记忆》 戴望舒著，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 必读  
74 《望舒草》 戴望舒著，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 必读  
75 《望舒诗稿》 戴望舒著，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 必读  
76 《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著，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年 必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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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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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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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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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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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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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八月的乡村》 
萧军著，《奴隶丛书》，上海奴隶社1935
年 

必读  

84 《生死场》 
萧红著，《奴隶丛书》，上海奴隶社1935
年 

必读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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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新月书店1927年 必读  
87 《猛虎集》 徐志摩著，新月书店1931年 必读  
88 《二月》 柔石著，上海春潮书局1929年 必读  
89 《日记九种》 郁达夫著，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 必读  
90 《达夫代表作》 郁达夫著，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 必读  
91 《沉沦》 

郁达夫著，《创造社丛书》，上海泰东
图书局1921年 

必读  

92 《繁星》 
冰心著，《文学研究会丛书》，上海商
务印书馆1923年 

必读  

93 《春水》 
冰心著，《文艺丛书》，周作人编，新
潮社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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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著，《文学研究会丛书》，上海商
务印书馆1923年 

必读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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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竹林的故事》 冯文炳著，《新潮社文艺丛书》，北京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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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社1925年 

98 《桥》 废名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 必读  
99 《陶渊明集》 王瑶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必读  
100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编，中华书局1983年 选读  
101 《人间词话》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必读  
102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必读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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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饥饿的郭素娥》 路翎著，桂林南天出版社1943年 必读  
105 《青春的祝福》 路翎著，重庆峨嵋出版社1945年 必读  
106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著，上海希望社1948年 必读  
107 《重放的鲜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必读  
108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著，《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必读  
109 《广陵散》 陈翔鹤著，《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必读  
110 《燕山夜话》 邓拓著，北京出版社1963年 必读  
111 《三家村札记》 邓拓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必读  
112 《关汉卿》 

田汉著，《剧本》1958年第5期，参见
1961年版平装本 

必读  
113 《茶馆》 老舍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 必读  
114 《穆旦诗全集》 穆旦著，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 必读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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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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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读  
117 《二马》 老舍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1年 必读  
118 《牛天赐传》 老舍著，上海人间书屋1936年 必读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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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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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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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昨日之歌》 
冯至著，《沉钟丛刊》（2），北新书
局1927年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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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读  
124 《十四行集》 冯至著，明日社1942年 必读  
125 《伍子胥》 

冯至著，《文学丛刊》，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1946年 

必读  

126 《微雨》 
李金发著，《新潮社文艺丛书》之八，
北新书局1925年 

必读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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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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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读  
129 《剪拂集》 林语堂著，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必读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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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大荒集》 林语堂著，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必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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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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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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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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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版）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137 《南开学报》（社科版） 南开大学 选读  
138 《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南京大学 选读  
13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选读  
140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中山大学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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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选读  
142 《日本中国学会报》 日本中国学会 选读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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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东方学报》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选读  
145 《东方学》 日本东方学会 选读  
14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dvard-Yen 
ching Institute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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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148 《今天》 穆旦著，影印日本手抄本 必读  
149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选读  
150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选读  
151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选读  
152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人大中文系 选读  
153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选读  
154 《文史哲》 山东大学 选读  
155 《江海学刊》 江苏社科院 选读  
156 《学术月刊》 上海社科界联合会 选读  
157 《文献》 国家图书馆 选读  
158 《文史》 中华书局 选读  
15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馆 选读  
160 《鲁迅研究月刊》 鲁迅博物馆 选读  
161 《当代作家评论》 辽宁省作家协会 选读  
162 《当代文坛》 四川作协 选读  
163 《小说评论》 陕西省作家协会 选读  
164 《复旦学报》（社科版） 复旦大学 选读  
165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大学 选读  
166 《中国人民大学》（社科版）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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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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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悲剧生涯》 
白薇著，《文学社丛书》，上海生活书
店1936年 

必读  

170 《大堰河》 
艾青著，张正发行，上海群众杂志公司
1936年 

必读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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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旷野》 艾青著，生活书店1940年 必读  
173 《家》 巴金著，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必读  
174 《憩园》 

巴金著，《现代长篇小说丛刊》，重庆
红蓝出版社1944年 

必读  
175 《寒夜》 巴金著，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 必读  
176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著，《七月文丛》，远方书店1944
年 

必读  
177 《在黑暗中》 丁玲著，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 必读  
178 《韦护》 丁玲著，上海美丽书店1930年 必读  
179 《母亲》 

丁玲著，《良友文学丛书》，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 

必读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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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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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系  
民俗学 030304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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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学领域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
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民俗学理论研究，在教学和文化、新闻、
事业单位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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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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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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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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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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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2．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学术活动的次数：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一般不少于4次。 
（2）基本要求：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促使学生自觉地关注本专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
问题，并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够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楚。 
（3）考核方式：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参加学术报告、前沿讲座的记录作为评分的依
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鼓励作前沿探索。 
（2）论文应在第四学期前（含第四学期）通过开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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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篇幅以3万字为宜。 
（4）学位论文观点鲜明，应有一定的创新性，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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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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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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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初步具备进行民俗学研究的能力，对本专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或具体理论
问题能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运用和电脑操作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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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民俗学 

着重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如民俗学的研究对
象、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民俗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民俗的产生
与传播、民俗的传承与变异、民俗与国民性、民俗文化遗产与
现代化等等。 

郑土有教授（博导）  

2 文艺民俗学 
重点是研究文艺和民俗的相互关系，如文艺发生的民俗成因、
文艺发展的民俗动力、世界文艺的民俗化走向以及特定区域、
特定民族作家作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等。 

郑元者教授（博导） 
郑土有教授（博导） 

 

3 
民间文学与民
俗文化 

重点探讨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民间社
会秩序维护、民族精神塑造过程中的作用。民间文学产生并传
播于民众的民俗生活之中，是民众生活智慧的结晶，是民俗文
化的情感表现形式，而民间文学又以它独特的审美形式，在潜
移默化中起到了传承知识、规范人们行为观念以及审美意识的
作用，通过本方向的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民间文学、民
俗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 

郑元者教授（博导） 
郑土有教授（博导） 

 

4 
无形文化遗产
与文化生态批
评 

本方向从文化生态学和文化生态批评的角度研究无形文化遗
产的价值、保护和理性开发等问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重点研
究的前沿学科领域。我国正在开展和实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
工程，本研究方向有助于培养这方面的急需人才。 

郑元者教授（博导） 
郑土有教授（博导） 

 

5 信仰民俗学 

本方向以长期流行于民间的信仰现象为研究对象。这些信仰现
象不同于宗教信仰，但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民间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常情况下能起到缓解民众心理压力和维
护民间秩序的作用；但在外力作用下有时也会起到破坏的作
用。通过本方向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信仰民俗的体系、
特征及影响。 

郑土有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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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基础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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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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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1 当代中国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2 民俗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3 
民俗传承与现代化专
题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4 都市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5 无形文化遗产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6 民俗艺术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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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俗论 伏尔泰 必读  
2 世界民俗学 邓迪斯编 必读  
3 金枝 弗雷泽 必读  
4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5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马尔库斯等 必读  
6 原始思维 列维·布留尔 必读  
7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8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9 文化的解释 格尔兹 必读  
10 Folklore: the pulse of the people Mazharul Islam 必读  
11 Anthropology of Art R. Layton 必读  
12 比较神话学 麦克斯·缪勒 必读  
13 神话与文学 约翰·维克雷编 必读  
14 庆典 维克多·特纳 必读  
15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W．艾伯华 必读  
16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马林诺夫斯基 必读  
17 地方性知识 格尔兹 必读  
18 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 郑元者主编 必读  
19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 钟敬文 必读  
20 山海经校注 袁珂校注 必读  
21 神话与诗 闻一多 必读  
22 神话研究 茅盾 必读  
23 文学评论 中文期刊 必读  
24 文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25 民族艺术 中文期刊 必读  
26 中国社会科学 中文期刊 必读  
27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相关专题） 中文期刊 必读  
28 民间文学论坛 中文期刊 必读  
29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评论 中文丛刊 必读  
30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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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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
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文艺学的理论研究、教学和文化、新闻、事业单位等
方面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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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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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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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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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期间要参加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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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学术活动的次数：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一般不少于4次。 
（2）基本要求：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促使学生自觉地关注本专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
问题，并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够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楚。 
（3）考核方式：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参加学术报告、前沿讲座的记录作为评分的依
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鼓励作前沿探索。 
（2）论文应在第四学期前（含第四学期）通过开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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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篇幅以3万字为宜。 
（4）学位论文观点鲜明，应有一定的创新性，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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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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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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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初步具备进行文艺学研究的能力，对本专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或具体理论
问题能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运用和电脑操作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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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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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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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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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兴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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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复教授（博导） 
汪涌豪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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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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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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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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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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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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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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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科研作风，有献身于科学的事业心、合作精神
和创新精神，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2.通过对文艺学学科，新闻传播学以及声乐艺术教育课程等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和
研究，培养在文艺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独立从事文
艺学的理论研究、教育；掌握基础的声乐技巧和教学方法，并了解新闻传播等艺术
领域的创作和实践规律、融会贯通，具有开拓性思维和综合素质，能够从事音乐及
相关艺术领域和文化、新闻、事业单位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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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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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学位专业课 4 9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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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5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9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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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教学 
（1）在学期间要参加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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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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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4）讲座音乐会：讲座报告（音乐会）是音乐（声乐）教育专业硕士生培养的重要
组成部份，是对本专业硕士生教学基本功（声乐演唱、声乐表演、声乐教学）能力
的全面检验，是培养音乐（声乐）教育专业硕士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艺术表现、
艺术创造及将艺术运用于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因此，音乐（声乐）教育专业硕士
生在论文答辩前，必须举行一场教学音乐会或讲座音乐会。时间不得少于45分钟。 
2.学术活动 
（1）学术活动的次数：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一般不少于4次。 
（2）基本要求：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促使学生自觉地关注本专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
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思考并能够提出问题，论述要求逻辑思维清楚。 
（3）考核方式：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参加学术报告、前沿讲座的记录作为评分的依
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音乐创意，策划活动及音乐会2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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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鼓励作前沿探索。 
（2）论文应在第四学期前（含第四学期）通过开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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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篇幅以3万字为宜。 
（4）学位论文观点鲜明，应有一定的创新性，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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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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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初步具备进行文艺学研究的能力，对本专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或具体理论
问题能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运用和电脑操作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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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相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物质媒介、表
达符号、艺术手法、欣赏方式等多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
探究其契合点。在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
的专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音乐教育理论相关课程的学习及实
践，研究科学的声乐教学法。为文艺学与音乐艺术的结合发展
进行学术研究，传播推广和教学实践。 

王作欣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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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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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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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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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29 音乐教学实践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30 音乐剧赏析与表演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7 
声乐表演艺术与声乐
教学法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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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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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03 文化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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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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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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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S630007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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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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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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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  
9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10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11 原始思维 列维·布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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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21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22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23 西方音乐史 朱秋华 必读  
24 中国音乐史 张畴、茅匡平 必读  
25 中国艺术歌曲选集 文化部艺术司 必读  
26 中国歌剧选曲 喻意志 必读  
27 意大利艺术歌曲集 曹金 必读  
28 意大利歌曲集 尚家骧 必读  
29 外国歌剧选曲集 周枫、朱小强 必读  
30 西方哲学史 罗素 选读  
31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 选读  
32 小逻辑 黑格尔 选读  
33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罗伯特·F·墨菲 选读  
34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马尔库斯等 选读  
35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外文期刊 必读  
36 Critical Inquiry 外文期刊 必读  
37 New Literary History 外文期刊 选读  
38 Art History 外文期刊 必读  
39 文学评论 中文期刊 必读  
40 文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41 文艺理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42 中国社会科学 中文期刊 必读  
43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美学） 中文期刊 必读  
44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选读  
45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选读  
46 学术月刊 中文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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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社会科学战线 中文期刊 选读  
48 求是学刊 中文期刊 选读  
49 思想战线 中文期刊 选读  
50 音乐艺术 中文期刊 选读  
51 中国音乐学 中文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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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艺教中心-当代艺术与设计） 050101c  
            
一、 培养目标  

 

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前沿发展动态，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应用
该语种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有独立从事当代艺术与设计研究的
学术能力。 
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具备创新意识和综合技能，能在艺术产业、艺
术设计与策划咨询、艺术批评等相关领域中从事设计、研究、管理、教学等方面工
作的艺术设计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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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学位专业课 3 7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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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根据需要担任一定的助教工作，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工作，
要求有成果鉴定。 
（2）需要掌握一定的艺术或设计创作技能，鼓励在读期间参加各类相关艺术和设计
展览。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鼓励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4）毕业论文答辩同时举办一次毕业设计展览。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在读期间听取不少于5次的学术报告和前沿讲座，认真作好记录。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艺术与设计领域的最新
动向作充分的了解和研究，选题应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 
（2）论文选题需与导师经过充分商讨，经导师同意后确定，还需经本专业其他专家
的审核，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需要在梳理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 
（4）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不少于3万字，并达到在国内艺术类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举办相关研究方向的毕业设计展览。 
（7）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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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一定的艺术或设计技能。 
（3）掌握科学的量化研究能力，文字和计算机处理能力。 
（4）能娴熟地运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学术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艺术类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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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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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艺术与设
计 

1、探讨当代艺术与设计的各种观念与方法，对当代艺术与设
计进行跨领域、跨媒介、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2、建立艺术与设计创作的视野和语言，通过研究提升创作与
创新能力。 
 
特色和意义：运用当代艺术与设计思维，融合当代艺术设计与
文化研究，探讨当代艺术与设计的相互性，致力将当代艺术多
元表现融入到设计创意中，拓展当代设计的艺术手段和可能
性。 

王天德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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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ART620016 当代艺术与设计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ART620017 艺术创作与实践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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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RT630007 艺术传播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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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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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03 文化传播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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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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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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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267 
中国电影与中外文化
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0 外国电影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4 中日韩电影比较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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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830019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7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5 广告与视觉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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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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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诗学 亚里士多德   
3 诗艺 贺拉斯   
4 判断力批判 康德   
5 美学 黑格尔   
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7 A History of Esthetics（美学史） K.E.Gilbert,   
8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美学指南） H.Kuhn   
9 文学理论 david cooper   
10 原始思维 主编   
11 野性的思维 韦勒克、沃伦   
12 文化的解释 列维布留尔   
13 审美特性 列维斯特劳斯   
14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格尔兹   
15 critical inquiry 卢卡契   
16 new literary history （外文期刊）   
17 Art History （外文期刊）   
18 文艺研究 （外文期刊）   
19 美术研究 （外文期刊）   
20 艺术当代 （中文期刊）   
21 包装与设计 （中文期刊）   
22 数码设计 （中文期刊）   
23 装饰 （中文期刊）   
24 新美术 （中文期刊）   
25 现代广告 （中文期刊）   
26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美学） （中文期刊）   
27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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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2  
            
一、 培养目标  

 
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
能就某一前沿课题撰写论文。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独立研究语言学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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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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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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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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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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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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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科生班主任工作。 
（4）学习撰写学术论文。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学期在研究生课堂上作两次学术论文报告。在学期间在校内外的学术会议上至少
作一次学术报告。基本要求是有所发现，或观点较新。每次发言都作为评分依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题具有学术意义。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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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必须有新的发现和
新的见解。思路清晰、行文流畅。字数不少3万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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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调查和研究能力。能用第一外语
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所撰重要论文可以达到在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有担任本
专业课程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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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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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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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004 现代语言理论述评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039 理论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040 文化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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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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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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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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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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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216 语言规范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6 语用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7 音系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8 句法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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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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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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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09 文化语言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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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29 汉语方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0 古音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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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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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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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音系 郑张尚芳 选读  
2 上古汉语词根 [法]沙加尔，龚群虎译 选读  
3 切韵研究 邵荣芬 选读  
4 社会语言学 赫德森，沈家煊译 必读  
5 社会语言学教程 游汝杰、邹嘉彦 必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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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eter Trudgill 选读  
8 社会语言学导论 D.Hymes Peter Trudgill 选读  
9 汉藏语概论 马学良等 必读  
10 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 龚群虎 选读  
11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 必读  
12 方言与中国文化 游汝杰、周振鹤 选读  
13 汉语方言学导论 游汝杰 选读  
14 汉语方言学教程 游汝杰 必读  
15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游汝杰 必读  
16 游汝杰自选集（1999年） 游汝杰 选读  
17 游汝杰自选集（2003年） 游汝杰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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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汉语与中国文化 申小龙 必读  
19 中国句型文化 申小龙 必读  
20 汉语历史音韵学 潘悟云 必读  
21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 必读  
22 中原音韵音系 杨耐思 选读  
23 社会语言学概论 祝畹瑾 必读  
24 社会语言学译文集 祝畹瑾编 选读  
25 中国的语言与方言 李方桂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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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Blackmore, D 必读  
30 词汇学简论 李建国 选读  
31 规范语言学探索 戴昭铭 选读  
32 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高天如 选读  
33 中国语文 中国社科院 选读  
34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选读  
35 Language 美国 选读  
36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美国 选读  
37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Matisoff,J. 选读  
38 Relevance and Linguistic Meaning Green, G 选读  
39 Cognitive Psychology Barsalou, L 选读  
40 Thought and Utterances Carston, R 必读  
41 A course in Phonetics Ladefoged,P. 选读  
42 实验语音学 吴宗济 必读  
43 训诂学 林茂灿 选读  
44 现代汉语词汇 张永言 选读  
45 汉语史稿 王力 选读  
46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蒋绍愚 选读  
47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梁东汉 选读  
48 中国文化通志•语言文字学志 申小龙 选读  
49 民族语文 中国社科院 选读  
50 Austro-Tai: Language and Culture Benedict,P.K. 必读  
51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urgood et al 选读  
52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distinction Bach.K 选读  
53 汉语训诂学史 杨瑞志 选读  
54 古文字学纲要 陈炜湛、唐钰明 选读  
55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 选读  
56 汉字改革概论 周有光 选读  
57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 倪海曙 选读  
58 中国语言学史 何九盈 选读  
59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王力 选读  
60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刘坚等 选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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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方言 中国社科院 选读  
63 语言文字应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选读  
64 语言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选读  
65 中国社会语言学 中国社会语言学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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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学 050103011  
            
一、 培养目标  

 
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的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
能就某一前沿课题撰写论文。掌握一门外语，能运用机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具备独
立研究语言学问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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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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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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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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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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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汉语应用或汉语方言实地调查。 
（2）担任助教工作。 
（3）担任本科生班主任工作。 
（4）学习撰写学术论文。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学期在研究生课堂上作两次学术论文报告。 
（2）在学期间在校内外的学术会议上至少作一次学术报告。 
（3）报告的基本要求是有所发现，或观点较新。 
（4）学术报告可作为评分参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题具有学术意义。 
（2）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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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6）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7）字数不少于3万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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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调查和研究能力；能用第一外语
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所撰重要论文可以达到在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有担任本
专业课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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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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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桥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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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为教授（博导） 
吴礼权教授（博导） 
祝克懿教授（博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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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桥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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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宇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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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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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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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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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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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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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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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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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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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221 殷周金文选读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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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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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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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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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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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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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014 “文革文学”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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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019 语源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20 近代音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24 语言策略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26 近现代学术论著选读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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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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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30 古音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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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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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34 《广韵》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5 方言调查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6 修辞行为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39 语法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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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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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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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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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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与文化”全英文学位项目）
050103011a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全英文硕士授课项目，通过专业学习旨在培养学生对汉语言的理论基 
础具有一定的了解，提高学生的汉语实际会话能力，使留学生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现状，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合作人才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an English-Instructed MA program suppor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hich aims at training 
students to know the basic theorie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certain degree,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nd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prehe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know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deeply. By the academic training, this program 
will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proficient in Chinese culture.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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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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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两年，按规定修完30个学分，包括完成一篇用英语撰写的2万字以上学位论文。
总学分中，本系开设课程不少于21个学分，跨院系选课不少于5学分。 
This program has two academic year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get 30 credits 
to graduate, including 3 credits from graduate thesis. The thesis sh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and no less than 20,000 words.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用英文撰写，必须是独立完成。 
2.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阶段 
3.论题具有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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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6.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7.字数不少于2万字。 
1.Thesis sh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and should be completed independently.
2.Proposal should be presented and be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Proposal should have academic value. 
4.Author should be proficient in related documents, be familiar with 
predecessors’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5.Thesis should have discoverie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6.Ideas should be clear, and writing should be fluent. 
7.Words should be no less than 20,000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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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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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言与文
化 

汉语言研究，中国文学、中国艺术与文化。 
龚群虎、蒋勇、陆扬、
戴从容、陈忠敏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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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C620001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2 

Integrated 
Chinese:Spoken 
Chinese and Reading 
and Writing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9 
留学生综合汉语（初
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10 
留学生综合汉语（中
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11 
留学生综合汉语（高
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C620003 
Chinese 
Literature(Ancient)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4 
Chinese 
Literature(Modern 
and Contemporary )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5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C620006 
Moder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7 中国现当代报刊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8 

Chinese 
Arts(Calligraphy、
Painting、 Drama、
Film and TV program )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C630001 
Topics o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e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2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3 专业汉语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4 高级汉语（EMA）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5 汉语口语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6 
中国文化专题研究
（EMA）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S620006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ociet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20007 
Conducting Research 
in Chinese Context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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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of Chinese Poetry James J.Y. Liu 

Chicag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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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yril Birch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5 

 

3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ephen Owen ed & trans.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6 

 

4 Chinese Poems Arthur Wale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46 
(reprinted 
in 2005. By 
Routledge) 

 

5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Leo Ou-fan L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vid Johnson, Andrew James Nath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7 
Chinese Face/Off: The Transnational Popular 
Culture of Hong Kong, 

Kwai-Cheung Lo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Latsch, Marie-Luise 
 New World 
Press,1984 

 

9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ang Qizh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9 

 

10 The Bas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i, E’Xia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5 

 

11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rd 
edition 

C. T. Hsia 

Bloomingto
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12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Leo Ou-fan L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3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Leo Ou-fan Le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she, Shen Congwen 

David Der-Wei W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 
The Path of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 

Li Zeho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The Arts of China Michael Sulliv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7 Chinese Art Mary Tregear 
Thames and 
Hudson, 
1997 

 

18  Ancient Chinese Arts Tzen Sieur 
China House 
of Arts, 
1986 

 

19 
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to 
Painting, Sculpture,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 & Minor Arts 

Laurence Binyon, Roger Fry, A. F. 
Kendrick, Bernard Rackham, Osvald 
Sirén, W. W. Winkworth 

B.T. 
Batsford 
Ltd. 1935 

 

20 Chinese Norman, Jer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Beij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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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Corporatio
n, 
2008/1988  

21 The Chinese Language DeFrancis, Joh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22 Integrated Chinese Yuehua Liu, Tao-chung Yao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2009 

 

23 Chinese Art & Culture Robert Thorp 
Abrams, 
2001 

 

24 《汉语教程》 杨寄洲主编 
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
2006年 

 

25 《汉语会话301句》（第三版） 康玉华、来思平编著 
北京语言大
学出版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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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4011  
            
一、 培养目标  

 

具备良好的学术素质与文化理念，具有坚实深厚的文化学理论基础、较全面的文化
史知识和文献解读能力，养成良好学风；掌握一门外国语；熟悉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掌握现代文史研究的基本技能，具有在这个领域和相近领域寻找新知识，以及从事
研究和教学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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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管理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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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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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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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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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学期间要参加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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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1）学术活动的次数：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一般不少于4次。 
（2）基本要求：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促使学生自觉地关注本专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
问题，并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够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楚。 
（3）考核方式：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参加学术报告、前沿讲座的记录作为评分的依
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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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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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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5）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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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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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以上学术论文。 
（8）可承担本科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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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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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008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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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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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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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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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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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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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242 敦煌学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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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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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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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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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290 四库提要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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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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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028 石刻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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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68 
评点本与文学读本形
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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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73 唐宋文学与禅宗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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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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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标点本 必读  
8 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必读  
9 元曲选 臧懋循，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 必读  
10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必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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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史记 司马迁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3 汉书 班固中华书局校点本 必读  
14 乐府诗集 郭茂倩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必读  
15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6 水经注疏 杨守敬熊会贞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 必读  
17 李太白全集 王琦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版 必读  
18 杜诗详注 仇兆鳌中华书局1979年版 必读  
19 欧阳文忠公文集 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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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文学评论 1 1  
32 文学遗产 1 1  
33 中国社会科学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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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 050105011  
            
一、 培养目标  

 

具备良好的学术素质与文化理念，具有坚实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较全面的文学史
知识和文献解读能力，养成良好学风；掌握一门外国语；熟悉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掌握现代文史研究的基本技能，具有在这个领域和相近领域寻找新知识，以及从事
研究和教学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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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管理与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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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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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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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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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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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加一次学术考察活动。 
（2）在学期间，参与一至二次团队学术研究，承担一部分工作。 
（3）至少担任一次专业课教学助教，并讲授三次。 
（4）至少参加或旁听一次本专业学术会议。 
（5）在撰写学位论之前，完成并发表一篇相关论文。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年必须在讨论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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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引证文献有准确的阐释，
考释科学严密。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作为评分的依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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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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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5）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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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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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以上学术论文。 
（8）可承担本科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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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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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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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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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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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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28 石刻文献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36 道家思想源流与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45 
《史记》与汉代散文研
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8 
近体诗法的研究与实
践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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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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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73 唐宋文学与禅宗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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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30174 李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6 西汉文学思想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7 《史记》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79 元明清文学史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83 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86 贾岛诗派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87 中晚唐诗风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89 词体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91 宋代文学与宋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93 元明清诗文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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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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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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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6  
            
一、 培养目标  

 

要求硕士生刻苦学习，掌握本专业比较丰富坚实的历史与理论方面的基础知识，具
体地说，即熟悉中国近百年来杰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了解学术界的历史，关心学术
的最新学术动向。在研究思路、学风和人格上给予良好指引，使他们能够胜任高校、
科研机关的重要研究和教学任务，以及新闻出版部门较高层次的业务工作，注重培
养其独立研究和写作能力，不急于求成，要求有后劲，为今后更深广的科学研究目
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需掌握一门外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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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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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安排2-4周教学实践，以提高其教学能力，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一定的学术考察
（参加学术会议，赴外地博士点访学，查阅复印资料），也可兼助教和助研工作。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讲座课或讨论班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主要研讨本学科各研究方向最新研究动态、
热点问题。通过研讨，使学生对学术的前沿有基本了解，并为其积极参与高水平的
学术对话提供条件和助力。 
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在学期中间以不少于5次为宜。撰写学术报告、论文和
主题发言。通过讲座使学生及时关注本学术各研究方向的前沿动态，开阔视野，独
立思考，并参与学术界的高水平的学术对话研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四学期末通过开题报告。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一学年，以三万字为宜。 
要求观点有独创性，反映出较系统扎实的专业学养，具有一定的学术视野，有较强
的科研能力。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基本具备独立科研能力，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文献资料，熟悉一些重要学术派
别的观点、方法和成果，并对此有一定的批判性理解，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以
上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参与一定的学术交流活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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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教授（博导） 
周斌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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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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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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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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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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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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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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学系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64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
语言问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67 夏衍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70 现代台港文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76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
统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80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研究十五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98 新诗批评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99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上
海文化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00 
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
讲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03 中国新诗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04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
代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05 
中国现代左翼作家研
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06 
20世纪中国文人集团
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07 
南京政府期间的文艺
政策及文学运动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2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
国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3 当代小说精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4 经典文学名著精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5 《随想录》与文革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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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旧著集印 岳麓书社 必读  
2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陈平原 必读  
3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等 必读  
4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主编 必读  
5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唐金海周斌主编 必读  
6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7 胡适分类文选 中华书局 必读  
8 胡风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必读  
9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10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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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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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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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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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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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总学分：4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6门    12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5门    10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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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公共选修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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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鼓励作前沿探索。 
（2）论文应在第四学期前（含第四学期）通过开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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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篇幅以4万字为宜。 
（4）学位论文观点鲜明，应有一定的创新性，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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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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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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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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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图副教授 
戴从容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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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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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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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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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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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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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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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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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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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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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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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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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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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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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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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87 世界文化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94 文化冲突与文化转型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03 文化传播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08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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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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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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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21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7 屈原与世界文化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8 欧美文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19 
西方文学名著专题研
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0 城市文化与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1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
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2 文学与音乐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3 
新媒体中的政治与叙
事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4 东亚汉文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5 中日文学关系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26 中韩文学关系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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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30227 中越文学关系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57 旧约希伯来语入门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58 
西方古典语言（古希腊
语、拉丁语）历史比较
语法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59 梵语文学选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0 法语文学原典精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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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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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作家与中国 钱林森著 必读  
8 文明史纲 [法]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 必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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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国文学在日本 严绍璗、王晓平著 必读  
11 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 沈福伟著 必读  
12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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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讲疏 王元化 选读  
17 英国文学史 李赋宁主编 选读  
18 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 戴从容 选读  
19 中西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 杨乃乔 选读  
20 近代文学批评史 : 1750-1950 雷纳•韦勒克著, 杨自伍译 选读  
21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 赵毅衡 选读  
22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葛桂录 选读  
23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ort Edition 

Nina Baym, ed. 选读  
24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 the Renaissance O. B. Hardison. 选读  
25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v. I, II Brunel (Pierre) 选读  
26 

Dichtung und Dichtersprache in 
indogermanischer Zeit 

Rüdiger Schmitt  选读  
27 Indogermanische Dichtersprache Rüdiger Schmitt  选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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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vert Watkins 选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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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usan Bassnett & AndréLefevere ed.选读  
31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选读  
32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家协会 选读  
33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选读  
34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诗学研究所 选读  
35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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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 选读  
37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38 中国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 选读  
39 中西学术 复旦大学中文系 选读  
40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选读  
41 剑桥美国文学史 伯克维奇主编，孙宏等译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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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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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华文文学概要》第四卷 陈贤茂著 选读  
62 金枝 弗雷泽 选读  
63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法）克劳婷•苏尔梦编，颜保等译 选读  
64 汉文古小说论衡 （俄）李福清著，陈周昌选编 选读  
65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朱云影著 选读  
66 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 金克木编译 选读  
67 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 贾植芳、陈思和 选读  
68 译介学 谢天振 选读  
69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 徐志啸 选读  
70 黄海余晖：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及韩国 邵毅平著 选读  
71 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 叶维廉 选读  
72 中国文学理论 刘若愚 选读  
73 比较诗学导论 陈跃红 选读  
74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 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 选读  
75 法国文学史 郑克鲁 选读  
76 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钱林森 选读  
77 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缪里尔•德特里 选读  
78 梵竺庐集(乙)-印度文学史 金克木 选读  
79 梵竺庐集(丙)-梵佛探 金克木 选读  
80 印度古典诗学 黄宝生 选读  
81 季羡林集 季羡林 选读  
82 翻译与后现代性 陈永国主编 选读  
83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刘禾 选读  
84 中国翻译简史 马祖毅 选读  
85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né Etiemble 选读  
86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Earl Miner 选读  

87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 
Perspectives 

Yves Chevrel, Trans. by Farida 
Elizabeth Dahab 

选读  
88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 eds.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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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 ed., vol.1-2 

89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 ed. 选读  
90 Collision: Interarts Practice and Research David Cecchetto 选读  
91 拉奥孔 莱辛 选读  
92 从小说到电影 乔治·布鲁斯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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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0501Z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3年硕士生阶段的学习和培养，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健康而有朝气，显示
较强的业务能力。在系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础上，掌握重要的专业知识，并
且具有现代文学理论修养；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古文，具备运用古典文献工具查寻
资料的能力，文字功底好；能对古代文学批评展开独立研究。掌握一门外语。成为
传播、普及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知识，参与现代文化建设的较高层次的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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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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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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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协助导师为本科生批改作业，一学期； 
（2）尽可能担任一学期本科生必修课助教； 
（3）利用假期广泛接触社会，开展以民众文化活动为中心的社会调研。 
（4）在读期间，应该参加不少于三次的有关本专业范围的学术讨论或前沿讲座，要
求参与讨论、提问，并至少作一次有准备的发言。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有意义，包括有新的理论阐述，或新的资料的发掘； 
（2）选题所涵范围和规模适当，既有充实的内容，又能言以足意，篇幅一般在3至5
万字； 
（3）论证严密，结论准确，文字规范； 
（4）至少部分内容要达到在国内学术刊物乃至核心刊物公开发表的水平； 
（5）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6）严格遵循学术规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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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扎实； 
（2）具有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和运用古代文献的能力； 
（3）能够方便地查阅文献资料；善于利用图书馆和网上图书资料； 
（4）文字规范，写作能力出色； 
（5）掌握一门外语； 
（6）撰写的论文达到能够在国内核心刊物公开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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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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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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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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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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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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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86



·87· 

学系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0 四大名著与中国文化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1 
章回小说源流与类型
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3 性灵派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4 
红学与20世纪学术思
想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5 中国古代诗歌与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56 
中国古代文论名著研
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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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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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明文选 萧统编 必读  
2 杜工部集 杜甫 必读  
3 李太白集 李白 必读  
4 美学 黑格尔 必读  
5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 必读  
6 文学遗产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必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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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诗经（毛诗正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10 楚辞补注 洪兴祖 必读  
11 周易 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15 史记（或汉书） 中华书局 必读  
16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金圣叹评 必读  
17 闲情偶寄·词曲部 李渔 必读  
18 艺概 刘熙载 必读  
19 人间词话 王国维 必读  
20 文艺对话录 柏拉图 必读  
21 诗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22 唐诗别裁集 沈德潜编 必读  
23 词综 朱彝尊编 必读  
24 文心雕龙 刘勰 必读  
25 诗品 钟嵘 必读  
26 沧浪诗话 严羽 必读  
27 原诗 叶燮 必读  
28 曲律 王骥德 必读  
29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金圣叹评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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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 0501Z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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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强
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
学的理论研究、教学和文化、新闻、事业单位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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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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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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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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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应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和分析，选
题应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鼓励作前沿探索。 
（2）论文应在第四学期前（含第四学期）通过开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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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论文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篇幅以3万字为宜。 
（4）学位论文观点鲜明，应有一定的创新性，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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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体现学生已初步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
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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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初步具备进行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能力，对本专业的一些基本理论
问题或具体理论问题能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运用和电脑操作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论文的核心章节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88



·89· 

（6）能独立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新
课。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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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人类学 

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是一门横跨人类学和
音乐学的交叉性学术领域，产生于20世纪中叶，属于世界范围
内的一门新兴的音乐文化类的前沿学科，其研究视角有别于传
统的音乐学，不只是一般性地关注音乐作品本身，而是着力探
究音乐与人、社会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诠释音乐在人类生活中
的作用和价值。 

郑元者教授（博导）  

2 民间文学理论 

主要以民间文学的口述性和口传性为视点，研究民间文学的文
本理论、叙事理论、仪式理论、田野作业理论、诠释理论、比
较理论，并在民间文学与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上作出深入探索，
以期建立一种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有别于通常的大文学理论的
民间文学理论。 

郑元者教授（博导） 
 

 

3 
中华民间文学
史 

本方向涵盖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文学的民间
传统、中国古代民间戏剧等研究领域。在研究各个时期各民族
有代表性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戏剧等民间
文学样式的基础上，从整体上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流变、
传承脉络和思想轨迹，凸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文
学的民间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诠释它们之间互动、互生的历
史机制和现实境遇，揭示中国民间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古今演
变中的历史地位、文学内涵和审美形态，为丰富中国文学史写
作的理念、改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带来积极意义。 

郑元者教授（博导） 
郑土有教授（博导） 

 

4 
艺术人类学理
论与实践 

以本土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为目标，从全球性的人类
文明史观和艺术史观出发，在深入理解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的基
础上，着力研究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多民族文化背景中的艺
术、全球化时代人类艺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艺术、时间
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小型社会与艺术家创造力的人类学根
源、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性、中国传统艺术和理论对当今
全球性人类学本土化运动的意味等问题，凸现艺术人类学对21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重构意义，在注重田野调查与人文艺
术的活动文本的基础上，探讨民族志和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意
义，开掘艺术人类学理论的实践价值和应用领域。 

郑元者教授（博导）  

5 文学人类学 

从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新视野和思维材料出发，对小型社会和世
界各民族的书面文学和非书面文学进行系统研究，在文学研究
的合法性、逻辑起点、知识论条件、研究范式以及文化研究与
文学研究的互动关系问题上做出较为深入的反思、整合和重
构，在文学人类学视角中的作者、创作、文本、交流、接受和
传播等问题上作出具体诠释，为新的文学观、文学批评观和文
学史观的形成，提供富有效力的学理基础。 

郑元者教授（博导）  

6 视觉人类学 

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是一个新兴的人类学前
沿学科方向，主要研究人类行为的视觉形象方面的不同领域，
影视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ovie and Television）是其
核心领域之一。通过对视觉艺术（绘画、雕塑、摄影、建筑、
设计等）的人类学研究，以及对摄影和民族志电影等手段在人
类学中的使用问题的研究，深入探讨人类社会文化创造和跨文
化交流中的空间运用、形象范畴、形象结构、形象方法以及知
觉和视觉的象征意义等问题。 

郑元者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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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029 中国艺术人类学导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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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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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134 古代戏曲名著精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95 
中国民间文学的审美
形态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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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20197 
中国古代戏剧的民间
传统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98 中国民间文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199 西方民间文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00 比较神话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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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30081 
民间文学与文学的世
界性问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82 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83 神话与仪式理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86 民间文学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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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马林诺夫斯基 必读  
2 地方性知识 格尔兹 必读  
3 文化与艺术人类学译丛 郑元者主编 必读  
4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 钟敬文 必读  
5 山海经校注 袁珂校注 必读  
6 神话与诗 闻一多 必读  
7 神话研究 茅盾 必读  
8 文学评论 中文期刊 必读  
9 文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10 民族艺术 中文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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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艺理论研究 中文期刊 必读  
12 中国社会科学 中文期刊 必读  
13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相关专题） 中文期刊 必读  
14 民间文学论坛 中文期刊 必读  
15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评论 中文期刊 必读  
16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 必读  
17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马尔库斯等 必读  
18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罗伯特·F·墨菲 必读  
19 原始思维 列维·布留尔 必读  
20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21 结构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 必读  
22 文化的解释 格尔兹 必读  
23 Anthropology of Art R. Layton 必读  
24 Art as Culture E. P. Hatcher 必读  
25 Art in Small-Scale Society R. Anderson 必读  
26 Folklore: the pulse of the people Mazharul Islam 必读  
27 金枝 弗雷泽 必读  
28 比较神话学 麦克斯·缪勒 必读  
29 神话与文学 约翰·维克雷编 必读  
30 庆典 维克多·特纳 必读  
31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W．艾伯华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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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言学 0501Z3  
            
一、 培养目标  

 
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本学科分支
的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就某一前沿课题撰写论文。 
掌握一门外语，能运用机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具备独立研究语言学问题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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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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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6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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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从事现代汉语的实际调查研究；担任助教工作；担任本科生指导工作；学习撰写研
究性论文。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题具有学术意义。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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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必须有新的发现和
新的见解。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字数不少于3万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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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独立调查和研究能力。能用第一外语
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所撰重要论文可以达到在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有担任本
专业课程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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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法语义学 

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句法理论、汉语语义学、语言类型学。本方
向研究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汉语的句法语义范畴、
表达论、汉语方言语法、中文信息处理、中外语言类型比较、
对外汉语、语言与现代生活等。 

陈振宇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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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外汉语 
主要研究对外汉语理论、对外汉语教学、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等。
重点研究现代汉语的结构特点、汉语的认知规律、运用规则以
及文化心理意义等。 

陈振宇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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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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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052 
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研
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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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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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060 方言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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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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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216 语言规范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41 汉语语法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6 语用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268 句法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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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273 修辞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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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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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7 台港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09 文化语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14 “文革文学”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24 语言策略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026 近现代学术论著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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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29 汉语方言学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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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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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39 语法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1 吴语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2 认知语义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3 汉语语法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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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30145 语言风格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6 文艺语体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7 修辞心理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8 中外修辞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49 古文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0 现代汉语句式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1 新闻语体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52 语法理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166 语言风格学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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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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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S6300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
巧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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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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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 必读  
4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 必读  
5 中国话的文法 赵元任 必读  
6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 必读  
7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刘坚等 必读  
8 汉语史稿 王力 必读  
9 汉语音韵 王力 必读  
10 汉语史稿 王力 必读  
11 文字学概要 裘锡圭 必读  
12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陈望道等 必读  
13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必读  
14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 必读  
15 汉语语法研究 张斌、胡裕树 必读  
16 不对称和标记论 沈家煊 必读  
17 语义学 徐烈炯 必读  
18 语法研究入门 吕叔湘等 必读  
19 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 必读  
20 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 必读  
21 语言论 布龙菲尔德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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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学位） 055300  
            
一、 培养目标  

 

“出版硕士”专业旨在培养拥有宽广的知识面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系统的编辑
出版学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了解中外出版发行的历史与现状，熟悉并掌握网络与
电子出版的相关知识与技能，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
出版、发行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编辑出版高级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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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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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4学分 
其中： 
公共学位课须修5门    8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6门    12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本专业选修课为主) 
跨一级学科须修1门    2学分 
社会实践须修2学分 
学术讲座须修2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要求在与我系签约的各大出版社参加2—4周的出版实践，还可兼任专业课助教或导
师的助研，参加相关项目工作。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出版领域的状况和动态作充分的了解和研究，选题应具有创
新性和前沿性； 
（2）论文选题需与导师经过充分商讨，经导师同意后确定，还需经本专业其他专家
审核，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注重创新、提出有别于现有成果的新见解； 
（4）论文观点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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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扎实的出版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2）能独立进行出版实践活动，开展出版的理论研究，发表论文和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计算机运用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设本专业的基础课或选修课。 

 

六、 学习年限  

 

我校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学习年限为2-3年，学习方式为脱产或半脱产。脱产攻读出版
硕士专业学位者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其中1年半在校学习课程，修满课程学分；最
后半年结合出版实践，撰写学位论文）。在职半脱产攻读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者学习
年限不超过4年，最少不得少于3年（含撰写学位论文）。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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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业务与实
践 

本专业旨在为出版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理论基础，拥有广阔文化
视野和敏锐市场判断力，熟悉市场业务的选题策划、组稿编辑、
市场营销等实践环节的专门人才。要求系统掌握出版理论、出
版业务、出版史和出版信息检索。能够应对报刊编辑、科技出
版、古籍出版、医学出版等具体专题业务。 

陈思和教授博导 
陈尚君教授博导 
傅杰教授博导 

 

2 数字出版 

本专业旨在为出版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理论基础，拥有电子音
像、网络数据库、电子图书等编辑出版能力，熟悉数字出版的
经营管理与法律法规的专门人才。要求系统研究新媒体与数字
出版技术对出版发行带来的新变化及其发展前景和市场应对。

黄芝晓教授博导 
张涛甫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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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620001 出版物编辑与制作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02 出版学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20003 书籍形态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05 报纸编辑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20006 出版法规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07 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08 出版创意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09 出版物营销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10 中国出版家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20011 文化产业研究（出版）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MP630001 中国古代文学导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30002 出版制度分析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03 出版评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630004 期刊编辑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05 科技出版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06 医学出版专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07 近现代报刊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08 版权与版权贸易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09 中外出版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10 编辑艺术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MP630011 版本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12 出版应用写作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13 古籍训诂与校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630014 文化管理与文化市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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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出版问题的言论 中宣部出版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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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书籍的历史 巴比耶著   
3 中外出版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著   
5 出版学概论 J•P•德索尔   
6 国际出版原则与实践 伊恩·麦高文   
7 校雠通义 章学诚   
8 校雠广义 程千帆   
9 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出版社管理经营 小赫伯特·贝利   
10 中国出版产业论稿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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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影视学 130300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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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国家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在电影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有较强研究
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和计算机，独立从事电影学的理论研究、
教学和宣传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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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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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学位专业课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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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学分：35学分 
其中： 
学位基础课须修2门    5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4门    8学分 
专业选修课须修4门    8学分 
跨一级学科须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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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分 
政治理论课须修2门    3学分 
第一外国语须修2门    4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读期间根据需要，担任一定的助教工作，参与本科生专业课的教学和辅导工
作；在读期间要结合专业学习，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
上写成文章。对上述环节要进行考核，合格者给予学分。 
（2）在第二学年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为本专业的硕士生或本科生作
2—3次学术报告；要根据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读期间听取不少于5次的学术报告和前
沿讲座，认真做好记录。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和听学术报告、前沿讲座的记录作
为评分依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了解和研究，选
题应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 
（2）论文选题需与导师经过充分商讨，经导师同意后确定，还需经本专业其他专家
审核，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论文注重创新、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4）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要在五万字左右，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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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电影学的理论研究，发表论文和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计算机运用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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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设本专业的基础课或选修课。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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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史 

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历史，并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
创作思潮、创作现象、理论批评及重要的编导和作品进行研究
分析；同时还将探讨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从中
总结概括出一些规律。 

周斌教授（博导） 
张芙鸣副教授 

 

2 电影理论批评 

主要研究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基本范畴、体系和规律，对中
外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各种观点、流派、特色进行梳理；并
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对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现状、问题
等进行研究。 

周斌教授（博导） 
郑元者教授（博导） 
梁永安副教授 

 

3 电影美学 
主要研究电影美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和规律，对电影美学发展
演变的历史，及各种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并遵循理论联
系实际的要求，对电影美学建设的现状、问题等进行研究。 

朱立元教授（博导） 
李祥年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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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08 电影艺术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20 中国电影史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CHIN62030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0 电影美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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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3 电影批评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4 类型电影创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5 影视理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6 电影美学简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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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18 
当代电影审美文化专
题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19 新闻纪录电影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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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620302 民俗学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3 文艺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CHIN620304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
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5 世界民俗学经典导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6 民俗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20307 信仰民俗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7 
中国电影与中外文化
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69 电影剧作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0 外国电影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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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630271 影视人类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2 电影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3 电影地域文化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4 中日韩电影比较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5 戏剧影视艺术导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630276 电影与当代文化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CHIN820109 电影修辞学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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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观众学 章柏青 必读  
2 钟惦棐文集1—4 钟惦棐 必读  
3 中国电影大辞典 辞书出版社 必读  
4 电影学论稿 郑雪来 必读  
5 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 罗艺军 必读  
6 西方电影史概论 邵牧君 必读  
7 电影编剧学 汪流 必读  
8 反思与重构——关于电影批评的美学思考 周斌 必读  
9 第三丰碑—电影符号学综述 张振华 必读  
10 电影语言 马尔丹 必读  
11 电影的本性 克拉考尔 必读  
12 电影美学 巴拉兹 必读  
13 电影是什么 巴赞 必读  
14 中国电影发展史 程季华等 必读  
15 当代中国电影 陈荒煤等 必读  
16 夏衍电影文集1—4 夏衍 必读  
17 电影艺术辞典 电影出版社 必读  
18 西方美学通史 蒋孔阳、朱立元 必读  
19 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史 周斌 必读  
20 电影：历史与现实 周斌 必读  
21 文艺美学电影学论稿 张振华 必读  
22 世界电影史 萨杜尔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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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专业学位） 13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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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文学写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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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写作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
强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文学写作的理论研
究、教学和文化、新闻、事业单位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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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学位专业课 5 12   
 专业选修课 3 6   
 第一外国语 2 4   
 专业外语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2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学术活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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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期间要参加2—4周的教学实践，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调研（主要在江浙地区进
行区域文学创作状况、文化变迁问题的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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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前，还应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重要文学创作刊物或学术核
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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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的次数：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一般不少于4次。 
（2）基本要求：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促使学生自觉地关注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动态
和前沿问题，并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能够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楚。 
（3）考核方式：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参加学术报告、前沿讲座的记录作为评分的依
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包括毕业作品与学位论文两个部分 
1、毕业作品 
（1）由于创意写作注重实践性，在确定毕业作品创作主题前应对相关创作领域的发
展状况和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和分析，确定具有重要创作价值的选题，进行前沿
探索。 
（2）申请学位以小说或散文作品为主。选题应在第四学期前（含第四学期）通过创
作主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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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作品的实际工作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篇幅自定，不得少于三万字。 
（4）毕业作品在总体上应充分反映学生具有较扎实的本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文学创作能力，体现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学创作能力，同时具备与文学创
作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力。 
2、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是对毕业作品极其创作过程进行的理论反思，也是对文学创作问题的
深入思考。 
（2）学位论文字数不得低于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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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在开题时需要进行预审，获得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写作。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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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对本专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或具体理论问题能
够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运用和电脑操作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学位作品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外重要文学杂志、核心期刊、出版社正式发表或
出版。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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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创作的叙
事 
 研究与实践 

研究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叙事方法演变；研究小
说家的成长条件、创作个性的形成、创作风格的差异。 
 
这一方向也培养小说作家，通过小说写作、作品讨论、实地考
察等方式，使这一方向的学生有较强的小说创作能力。 

王安忆教授 
陈思和教授 
梁永安副教授 
王宏图副教授 

 

2 
散文与传记创
作 
 研究与实践 

研究散文与传记创作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叙事方法演变；
研究散文与传记作家的成长条件、创作个性的形成、创作风格
的差异。 
 
 
这一方向也培养散文与传记作家，通过散文与传记写作、作品
讨论、实地考察等方式，使这一方向的学生有较强的散文与传
记创作能力。 

陈思和教授 
严锋副教授 
龚静副教授 
李祥年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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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620004 小说写作实践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05 散文写作实践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06 创意写作高级讲坛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学位
公共课 

ART620000 艺术原理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学位

公共课 
ART620002 艺术创作方法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学位专业
课 

ART620003 中国古代文学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07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08 世界人文发展史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09 当代文学批评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10 小说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11 散文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12 传记经典细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13 西方文学名著选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14 大众文化与创意策划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20015 文学翻译实践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ART630000 跨媒体艺术研究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30001 从小说到电影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103



·104· 

ART630002 城市文化与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30003 海外华人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30004 现代诗名著细读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30005 创意写作导论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ART630006 诗词格律和创作实践 
中国语言文
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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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3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   
4 小说稗类 张大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闲话闲说 阿城，作家出版社   
6 中国戏曲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7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卡尔维诺，辽宁教育出版社   
8 词语 萨特，三联书店   
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罗赞诺夫，华夏出版社   
10 一间自己的屋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三联书店   
11 金叶 丽莉·弗雷译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2 忧郁的热带 列维－斯特劳斯，三联书店   
13 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 上海译文出版社   
14 小说的兴起 伊恩·Ｐ·瓦尔索，三联书店   
15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上海译文出
版社 

  
16 从神话到小说 乔治·杜梅奇尔，三联书店   
17 悠悠小说林 安贝托·艾柯，台湾时报出版   
18 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 彼得·盖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文学讲稿 纳博科夫，三联书店   
20 小说面面观 

Ｅ·Ｍ·福斯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 

  
21 观念的生成——主题写作读本 Quentin Miller，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小说鉴赏 

布鲁克斯、沃伦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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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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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人
才，同时还应对主要英语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有专门了解和一定研究。应通
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具有较强的专业精神、具备广泛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基础
知识，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一定的独立研究能力，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并掌握第二
外语。能胜任高等院校本专业课程的教学，能独立发现和初步解决与本专业相关的
语言、文学、翻译、文化等课题中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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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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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运用英语应用语言学、教学法和教学论的知识，在外文学院完成18课
时的教学任务； 
（2）参与英语文学作品、重要哲学社科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与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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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参加4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一次的研究报告。 
（三）中期考核和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英语能力测验（未
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开题报告在选题之前应对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动态有充分了解，选题与导
师共同商量后确定； 
（2）论文选题须与本专业研究方向有关，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人有一定新意的学术见解； 
（4）学位论文应论点明确，结构完整，格式符合学术论文要求； 
（5）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10个月，杜绝任何
抄袭抄袭； 
（6）学位论文必须用英文撰写，语言正确通顺，篇幅一般为15000英文单词左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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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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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最迟须于第六学期初（当年2月底之前）完成定稿； 
（8）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
使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9）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
检，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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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的了解，并能在自己的
学位论文和其他论文中就某一课题作比较系统的评述和分析； 
（2）在读期间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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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读期间至少参加过1次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并在报告会上宣读论文或发言； 
（5）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6）能独立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准备能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新课。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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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英语及双
语词典研究 

主要研究现代英语的发展特点，运用现代英语理论，全面归纳、
分析、研究现代英语的各种语言现象；深入研究英汉双语词典
编篡的理论和方法，编篡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具有国际国内高
水准的英汉汉英双语词典。 

曲卫国教授博导 
高永伟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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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学亮教授博导 
褚孝泉教授博导 
曲卫国教授博导 
杨雪燕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郑咏滟副教授 
范烨副教授 
范劲松副教授 

 

3 英国文学研究 

系统了解英国文学（以及相关的欧美文学）发展历史和现状、
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及主要流派，着重研究文艺复兴与莎
士比亚、英国诗歌、十九、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及当代英国戏剧
等。博士研究生应能对特定的流派或作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研究，提出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课题和见解。 

孙建教授 
谈峥教授博导 
张冲教授博导 
卢丽安教授博导 
苏耕欣教授博导 
段枫副教授 
张琼副教授 
范若恩副教授 

 

4 美国文学研究 

系统了解美国文学发展历史、现状和主要流派，了解美国小说、
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关系，
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流派进行研究。博士研究生应能对特定的
流派或作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有一定创新意义的
课题和见解。 

张冲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王建开教授博导 
王爱萍副教授 
朱建新副教授 
张琼副教授 
陈靓副教授 

 

5 翻译学研究 

系统了解重要的中外翻译理论和相关的语言学理论，了解中国
翻译史，具有相当的双语翻译实践经验；进行翻译理论、翻译
技巧、翻译作品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博士研究生应能从一定的
理论角度对翻译的本质、方法、意义和实践提出系统深入的见
解。 

王建开教授 
孙靖副教授 
陶友兰教授 

 

6 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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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孝泉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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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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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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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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04 论文写作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5 认知科学与二语习得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6 西方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028 英国小说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29 美国诗歌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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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34 语义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5 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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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37 英国诗歌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8 功能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9 语用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9 莎士比亚研究（上）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0 莎士比亚研究（下）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3 文学批评研讨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4 美国现代小说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5 对比语言学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0 
英国文学/女权主义/
性别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2 西方古典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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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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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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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85 文艺复兴与莎士比亚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0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1 欧美小说艺术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2 社会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3 符号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4 英美戏剧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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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6 文体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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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30043 电影与文学批评方式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4 翻译批评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5 文学研究方法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FORE630048 
科幻小说阅读与翻译
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FORE630049 儒家原典研读与英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FORE630050 
翻译教学问题宏观研
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FORE630051 
现代欧美短篇小说经
典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FORE630052 
科幻小说，幻想故事的
认知叙事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FORE630053 词典与翻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54 音系学导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55 文学研究方法与实践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56 英美小说理论导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1 语义学专题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2 
诗与诗学（研究生讨论
班）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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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8 
英国文学经典的跨文
化阐释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FORE630079 双语词典学导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0 演讲与修辞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FORE630081 符号学导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2 
叙事理论与短篇小说
阐释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3 语言测试与评估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
评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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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6 口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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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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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I630006 口译基础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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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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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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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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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语言文学 0502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俄语语言文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
在俄语语言文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
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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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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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的社会调查，培养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担任专业课或公选课助教，并讲授1-2个月相关课程，
完成18课时的教学任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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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参加4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1次的研究报告； 
（三）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俄语能力测验（未
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础较为
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应在第三学期末确定并写出论文提纲，确定论文的基本论点和主要内容，
最晚于第四学期末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定，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3．论文的论点和结论应有本专业特色，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应提出有别
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4．论文应体现作者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较系统的专业知识。论文应观点鲜明，
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论文要求用俄语撰
写，用词恰当规范，语言流畅地道。 
5．论文字数要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语言类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学位论
文格式参见复旦大学网站上的论文格式）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 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
使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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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检，
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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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3．有较强的俄语（口头和文字）应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4．能熟练地运用一门除本专业语以外的外语。 
5．能独立地担任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 
6．硕士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7. 鼓励在读期间在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和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社科译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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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语语言学及
俄汉语对比研
究 

俄语语言学及俄汉语对比研究 姜宏教授博导  

2 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学 李新梅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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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12 高级实践俄语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42 现代俄语概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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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013 俄语口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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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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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113 现代俄语修辞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10 俄语词汇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41 俄语文体修辞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9 俄语语义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0 俄语语用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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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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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временнаярусскаясов
ет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Бочаров 必读  

2 
Рус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
ка 

Журавлев 必读  

3 
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советск
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Розенталь 必读  

4 
Современныйрусскийязы
к 

Кузнецова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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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русскогоя
зыка 

Новиков 必读  

6 
Семантикарусскогоязык
а 

Верещагин 必读  
7 Языкикультура Розенталь 必读  
8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стилистик
а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 

Голуб 选读  

9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стилист
икасовременногорусско
гоязык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选读  

10 
Современныйрусскийязы
к 

Костомаров 必读  

11 
Современныйрусскийлит
ературныйязык 

Пеньковский 选读  

12 
Очеркипорусскойсемант
ике 

Валгина 选读  

13 
Активныепроцессывсовр
еменномрусскомязыке 

Земская 必读  

14 
Русскаяразговорнаяреч
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анал
изипроблемыобучения 

Лаптева 必读  

15 
Русскийразговорныйсин
таксис 

Русскийразговорн
ыйсинтаксис 

选读  
16 现代俄语口语概论 徐翁宇 必读  
17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 赵世开 选读  
18 现代俄语功能语法 吴贻翼 必读  
19 现代俄语与现代俄罗斯文化 程家钧 选读  
20 对比语言学概论 许余龙 必读  
21 俄国文学史 易漱泉 选读  
22 俄语语义学 倪波、顾柏林 选读  
23 俄语语法 信德麟等 选读  
24 现代俄语理论教程 王超尘等 选读  
25 俄语语言国情学 潭林 选读  
26 20世纪后期俄语学研究及发展趋势 杜桂枝 选读  
27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 刘光准等 选读  
28 俄汉语对比研究 赵敏善 选读  
29 俄汉语词汇对比研究 许高渝 选读  
30 社会语言学 陈原 选读  
31 语用学概要 何兆雄 选读  
32 心理语言学 桂诗春 选读  
33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胡壮麟 选读  
34 苏联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徐稚芸等 必读  
35 中国俄语教学 北京外语大学 必读  
36 Русскаяречь Москва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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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语言文学 050203  
            
一、 培养目标  

 

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法语高层次专门人才。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
德良好，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习习惯。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全面掌
握所学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
开拓性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法语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较熟练
地掌握另一门外语，能阅读所学专业的资料与文献。能胜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
业课教学和研究工作，学位论文在语言、内容、形式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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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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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两个月的教学实习，在外文学院完成18课时的教学任务； 
（2）在学期间，须完成累计总时间达三个月的口译实践，出版或被采用三万字以上
的译文；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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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参加4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一次的研究报告。 
（三）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法语能力测验（未
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的学术动态作认真和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要具有独
创性；论文可以是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是应用研究。 
2．论文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选题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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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须用法语撰写，观点鲜明，条理清晰，结构严密，具有说服力；行文流畅，
用词准确；引用的资料应翔实、可靠。 
5．论文的字数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格式参见复旦
大学图书馆网站上的论文格式。 
6．论文写作的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 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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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8. 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检，
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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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3．有较强的法语（口头和文字）应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4．能熟练地运用一门除本专业语以外的外语。 
5．能独立地担任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 
6．硕士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7. 鼓励在读期间在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和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社科译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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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语言学 

通过对法语动词核心词组结构类型的分析来建立法语基本句
子的形式化模型，以此来探索法语语言认知的特点。 

褚孝泉教授博导  

2 
中法文化交流
研究 

研究中法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以16-18世
纪法国耶酥教会士把中国传统文化传到法国乃至欧洲后掀起
的中国文化热为主要线索，研究该时期中国文化对法国及欧洲
产生的思想影响，同时分析法国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两
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包容中，探索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

袁莉副教授  

3 翻译学 

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多元化、全球化发展的语境里，
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已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本课程将全面论
及国内外最新的翻译学研究成果，对学科领域内存在的基本问
题进行总结、梳理和思考，着重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
切实理会和掌握实用性、知识性和富有理论深度的翻译三统一
标准。 

袁莉副教授  

4 法语文学 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卢梭研究，自传文学，法语戏剧 袁莉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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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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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16 法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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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044 符号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46 句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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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89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8 文学符号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47 语义学（2）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48 中法文化交流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80 当代法语作品选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11 法国19、20世纪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59 法语戏剧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5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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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30086 法国文学在中国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7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8 法国文学批评导读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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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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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Charles Bally 必读  
2 Le style et ses techniques                   Marcel Gressot 必读  
3 La stylistique Pierre Guirand 必读  
4 Poètique des textes Jean Hilly 必读  
5 Rhétorique Groupe Ugénérale 必读  
6 Les figures du discourse Pierre Forestanier 必读  
7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J.Lyons 必读  
8 Sémantique structurale Greimas 必读  
9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F. Saussure 选读  
10 中国文化 柳治徽编著 必读  
11 中国文化与世界 耿龙明主编 必读  
12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 顾卫民著 必读  
13 欧洲之中国《L’Europe chinoise》 Etiemble  必读  
14 中国之旅《Le voyage en Chine》 Ninette Boothroyd 必读  
15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徐宗泽编著 选读  
16 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论中国 伏尔泰，孟德斯鸠，德罗，卢梭等全集选读  
17 

狄十九、二十世纪法国作家有关André Malraut, 
中国的作品和论述 

Alain Perfitte 选读  
18 La Chine et le Christianiame   Garnet 选读  
19 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 许均主编 必读  
20 Apprendre à traduire Françoise Grellet 必读  
21 Les problèmes thér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Georges Mounin 必读  
22 La traduction d’aujourd’hui Marienne Lederer 必读  
23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Antoine Berman 必读  
24 

De Cicéron à Benjamin: 
traducteurs,traductions, réflexions 

Michel Ballard 必读  
25 Théories contemporaines de la traduction   Robert Larose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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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言文学 050204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德语语言文学（日耳曼学）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身心健康、在德语语言文学领域内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良好的德
语熟巧、突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熟练运用第二外语和计算机技术，具备实践能
力和创新精神，在教育、文化、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德
语专业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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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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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运用德语应用语言学、教学法和教学论的知识，在外文学院完成18课
时的教学任务； 
（2）参与德语文学作品、重要哲学社科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与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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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参加4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1次的研究报告； 
（三）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德语能力测验（未
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以有一定新意者为佳。 
2．论文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选题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后，由研究生本人
独立完成。 
3．论文观点明确，力求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4．论文引用资料翔实、可靠。 
5．论文逻辑层次清晰。 
6．论文以德文撰写，语言正确，行文流畅，文前附1000汉字的内容提要。 
7．论文（包括目录、脚注、引言、参考文献、格式等）均须符合日尔曼学论文规范。
参见复旦大学图书馆网站上学位论文格式。 
8．论文写作的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9．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
使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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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
检，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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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3．有较强的德语（口头和文字）应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4．能熟练地运用一门除本专业语以外的外语。 
5．能独立地担任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 
6．硕士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7. 鼓励在读期间在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和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社科译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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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语文学 

（1）文学理论。特别是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如精神
分析、阐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剧理论等； 
（2）文学流派。如启蒙运动、狂飙突进、古典文学、浪漫派、
毕德麦尔文学、青年德意志派、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
义、表现主义、流亡文学、废墟文学、妇女文学、两德统一后
的文学等； 
（3）著名作家研究，如卡夫卡、海塞、布莱希特、格拉斯等；
（4）跨文化日尔曼文学研究。探究中国文化对德语文学的影
响，以及德语国家文化在中国的接受。 

魏育青教授博导 
刘炜副教授 
吴勇立副教授 
 

 

2 德语语言学 德语语言学 
魏育青教授博导 
刘炜副教授 
吴勇立副教授 

 

3 
翻译理论与实
践 

（1）翻译理论； 
（2）文学翻译理论； 
（3）德汉文学语言比较、德语文学翻译实践。 

魏育青教授博导 
刘炜副教授 
吴勇立副教授 

 

4 
中德跨文化交
际 

中德跨文化交际 
魏育青教授博导 
刘炜副教授 
吴勇立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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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19 语言学概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FORE620020 翻译理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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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018 文艺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51 德语词汇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52 德语文学的现代派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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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FORE630014 西方文化思想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15 文学批评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16 文体修辞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17 翻译实践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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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30018 
流亡中的历史小说研
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19 文化艺术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69 德国思想史概要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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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Deutsche Vierteljahr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Metzle   

2 
年鉴：Literaturstraße. 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Spra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期刊：Info Daf 期刊：Info Daf   
4 期刊：Jah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DAAD   
5 期刊：中国翻译 iudicium   
6 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   
7 期刊：外国语 外国语   
9 期刊：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评论   
10 期刊：当代外国文学 当代外国文学   
11 德国文学史，从起源到当代 W.Barner. 1994   
12 20世纪末日尔曼学的成果和任务 E.Feldbusch.Olms 1993   
13 文化空间距离的接受美学 D.Krusche. Iudicium 1993   
14 

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中的方法和理论探讨：文化的
特点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L.Danneberg.Metzler 1995   
15 真理与方法 Gadamer.Tuebingen 1990   
16 接受美学 姚斯，辽宁人民出版社   
17 卡夫卡文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8 现代主义 M.Schmeling. UTB   
19 比较文学 H-Schuter. UTB   
20 修辞学概论 C.Beedham.Iudicium 1995   
21 德语语言学 W.Adorno. STWZ 1970   
22 美学理论 林骧华,上海人民出版社   
23 西方现代派文学评述 王先霈,华中师大出版社   
24 文学批评原理 王岳川,北京大学出版社   
25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安徽文艺出版社   
26 

Dei deuhche Litcratur. Ein Abriß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16 Bände. O.Best.Reclaim 1990   

27 
Linguistische Textanalyse. Einführung in 
Grundbergriffe and Methoden. 

K.Brinker, E.Schmidt 2001   
28 Der Prozeβ der Eivilisation N.Elias, Suhrkamp 1997   
29 

Deutsche Literatur zwischen 1945 und 1995.  
Deutsche Kulturgeschichle im Grundriß.  H.A.Glaser, Haupt 1997   

30 
Einführung in die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Grundzüg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W.Gössmann, Hüber 1996   
31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H.Gross, iudicium 1998   
32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rische Textanalyse. H.Ludwig u.a., dtv   
33 Einführung in di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M.Horkheimer/T.Adorno, Fischer 

1996 
  

34 
Werke, Epoche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J.Strelke, Francke 1998   
35 Reich, Kersten: Häuser der Vernunft. W.Koller, Quelle u. Meyer 1992   
36 Von Platon bis Wittgenstein.  Ch.Parry, Hueber 1997   
37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M.Shell-Hornby, Francke 1986   

38 
Parakritik und Dekonstruktion, Eine Einfü
hrung in den amerikanischen 
Poststrukturalismus 

U.Horstemann,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3 

  

39 Menschliche Kommunikation P.Watzlawick u.a., Hueber 1985   
40 

Das sprachliche Kunstwerk -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wisschenschaft 

W.Kayser. Fran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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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trategie der Übersetzung H.G.Hönig/P.Kußmaul, Gunter Narr 
1982 

  

42 
Einführung 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20. 
Jahrhunderts 

E.Schütz/J.Vogt u.a.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0 

  

43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Theorie 
und Praxis 

M.Schmeling,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81

  
44 Literatur im Informationszeitalter D.Matejovski/F.Kitter, Campus 1996   
45 

Konstrastive Linguistik und Übersetzungs 
wissenschaft 

W.Kühlwein u.a., W.Fink 1981   

46 Deutschsprachige Gegenwartsliteratur 
H.-J.Knobloch u.a. Stauffenburg 
1997 

  
47 Konstraktives Übersetzen H.G.Hönig, Stauffenburg 1995   
48 Beziehungen als Lebensformen K.Reich/Y.Wei, Waxmann 1997   
49 Deutsches Lesebuch.  S.Hermlin, Carl Hanser 1976   
50 Angewandte Linguistik T.Ebneter. W.Fink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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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语言文学 050205  
            
一、 培养目标  

 

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适合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高层次的日本语言文学的专业人才。 
学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身
的精神。 
勤奋学习，积极参加科研活动，坚实地掌握日本语言、日本文学、中日对译和翻译
学理论以及中日文学文化比较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研究
和独立担任本专业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的能力。 
除了能够熟练掌握日语以外，还应该较熟练地掌握英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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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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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运用日语应用语言学、教学法和教学论的知识，在外文学院完成18课
时的教学任务； 
（2）参与日语文学作品、重要哲学社科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与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至少参加一次学院范围的学术论坛并宣读论文； 
（2）至少参加四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一次的研究报告。 
（三）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加学院组织的专业日语能力测验（未
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硕士生在校攻读期间，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来撰写毕业论文。论文格式参见复旦大
学图书馆网站上的学位论文格式。 
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其题目必须经过指导老师的认可。在撰写之前，必须经
过认真和客观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交论文构思、论
证方法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学位论文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硕士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应用基础研究。但是必须有先行研究的介绍，
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和论点，必须能为本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服务。 
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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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检，
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扎实地掌握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翻译学、中日语言比较、中日文学文化比较
等领域方面的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并对其中的某一领域有较深的研究。 
2．具备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或担任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 
3．有较强的日语（口头和文字）应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4．能熟练地运用一门除本专业语以外的外语。 
5．能独立地担任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 
6．硕士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7. 鼓励在读期间在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和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社科译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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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语言 

研究领域：现代日语的结构、句法、功能；日语语言发展史；
敬语；语音学；心理语言；社会语言学；日语表达研究；日语
助词及助动词的古今演变；现代日语的语体、文体；日语词汇
学；中日语言比较研究等。 

庞志春副教授 
赵彦志副教授 

 

2 日本文学 
研究领域：日本近现代文学；文学思潮；日本近现代作家以及
作品的分析和研究。结合现当代文学、人文社科批评理论，对
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进行研究。 

李征教授博导 
邹波高级讲师 

 

3 
翻译学、中日对
译 

研究领域：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中日对译研究；中日语言
对比；翻译技巧；口译笔译研究；翻译家的研究。 
以深度和广度开展研究，为信息化时代以及各类学科的对外交
流和科学研究服务。 

李征教授博导 
庞志春副教授 

 

4 
中日比较文学、
比较文化 

研究领域：中日文学、文化的异同；中日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
究；中日文学理论、批评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学文化的特色以
及相互的影响；中日文学文化受容的特点和表现；中日文学文
化未来发展的趋势等等。 
以周到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的升华为特色，从文学和文化的层面
展开中日研究。 

李征教授博导 
王升远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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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22 日本文学作品研读（1）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23 日本文学作品研读（2）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24 日语表达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25 日本文学作品分析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056 都市空间与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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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88 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2 日语语法研究（上）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3 日语语法研究（下）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81 中日语言比较分析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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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30020 日语语法分析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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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30024 日本语学特殊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25 作家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6 日本文化特殊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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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広日本文典』 大槻文彦   
2 『標準日本口語法』 松下大三郎   
3 『日本文法口語編』 時枝誠記   
4 『国語概説』 佐伯哲夫   
5 『日本文法研究』 山内洋一郎   
6 『国語構文論』 久野ススム   
7 『日本語動詞のアスペクト』 渡辺実   
8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 金田一春彦   
9 『日本人の言語表現』 金田一春彦   
10 『日本語の世界６日本語の文法』 金田一春彦   
11 『談話の文法』 北原保雄   
12 『現代日本語必携』  学燈社 久野ススム   
13 

『日本語と日本教育』――発音・表現編 国語シ
リーズ別冊３  

中村明 編   
14 『音声と音声教育』 文化庁・国立国語研究所   
15 『言語の構造』 文化庁   
16 『現代日本語の構造』 泉井久之助   
17 『日本語の語彙の特色』 南不二男   
18 『語彙原論』 佐藤喜代治編   
19 『語彙の研究』 佐藤喜代治編   
20 『語彙と意味』 泉井久之助   
21 『国語語彙論』 大野晋   
22 《日本現代文学全集》 柴田武 編   
23 『近世文学の背景』 田中章夫   
24 《近代文学研究必携》 講談社   
25 『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 野田寿雄   
26 『文学序説』 学灯社   
27 『日本近世文学の成立』 伊東一夫   
28 『芥川竜之介論』 桑原武夫   
29 《文芸用語の基礎知識》 松田修   
30 『日本文化史研究』 三好行雄   
31 『西鶴』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長谷川泉   
32 『日本永代蔵』 高橋新太郎編   
33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7』 内藤湖南   
34 『定本西鶴全集』第七卷 有精堂   
35 『対訳西鶴全集』 谷脇理史，校注・訳，岩波書店   
36 『元禄文芸復興』日本の文学４  中央公论社版，明治書院   
37 『西鶴』 暉峻康隆・郡司正勝 至文堂   
38 『西鶴論叢』 国語国文学研究史大成   
39 『近代文学と西鶴』 野間光辰    
40 『日本文化史』 竹野静雄   
41 『日本文化史』 家永三郎   
42 《新古典文学研究必携》 石田一良   
43 『江戸文学と中国文学』  三省堂 学灯社   
44 『日本普羅文学史論』 麻生磯次   
45 『中⇔日翻訳表現文法』 飛鳥井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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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翻訳学』 遠藤正紹徳   
47 『対照言語学』  板垣新平   
48 『日本人の表現力と個性』 石綿敏雄   
49 《岩波講座講座 日本歴史》 高田誠   
50 《近代日本の軌跡》 熊倉千之，岩波書店   
51 《日本映画史》 吉川弘文館   
52 《日本の近代》 伊藤虎丸等，中央公論社   
53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 粱传宝、高宁   
54 『比較文学新視界』 木村毅   
55 《都市空间中的文学》 前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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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言文学 05021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具有本学科系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素养和科
研能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高层次朝鲜语专门人才。 
要求学生勤奋学习，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和基础理论知识，了解本专业国内外研究
的历史和现状，具有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能胜任高校朝鲜语教学和科研工作。除
了熟练掌握及运用韩国语外，还应比较熟练地掌握英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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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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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运用亚非语应用语言学、教学法和教学论的知识，在外文学院完成18
课时的教学任务； 
（2）参与亚非语文学作品、重要哲学社科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与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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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参加4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1次的研究报告； 
（三）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亚非语能力测验
（未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
学位论文作前期准备；硕士生于第三学期末之前先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
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后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及范围。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
下由本人独立完成，并于第六学期初交出；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
解；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密完整，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
畅；论文格式应符合硕士论文的要求，论文必须用韩文撰写，论文字数要在三—五
万字左右。格式参见复旦大学图书馆网站上的学位论文格式。 
论文要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使
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检，
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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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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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3．有较强的亚非语言（口头和文字）应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4．能熟练地运用一门除本专业语以外的外语。 
5．能独立地担任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 
6．硕士学位论文能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7. 鼓励在读期间在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和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社科译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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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朝鲜语研
究 

现代朝鲜语研究内容涉及；现代朝鲜语语音、语法、词汇、语
义、修辞、文体等结构层次。现代朝鲜语研究，目前在朝鲜、
韩国以及我国国内还存在较大的的差异，在这种条件下，以现
代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借鉴各国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进
行深层次的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朝鲜语研究体系，
这我国的朝鲜语教育与研究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姜宝有教授博导 
蔡玉子教授 

 

2 翻译学研究 

本方向借助当代语言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中韩翻译原理、历史
与现状，探讨文学、经贸、科技、传播媒体等各种文体翻译中
中韩互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在探索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过程
中展开韩中语言对比研究，从理论上探讨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具
体问题。以造就培养高层次中韩互译人才。 

黄贤玉副教授 
蔡玉子教授 

 

3 
语言文化对比
研究 

主要讲述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发展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并
探讨当前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深入开拓对
比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交叉的新领域创造条件。通过对中韩两
种语言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进行进一步对比研究，提高学生
的语言对比分析能力。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对促进对外语言教学也具有实用价值。 

姜宝有教授博导 
黄贤玉副教授 
蔡玉子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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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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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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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70 社会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FORE620082 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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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73 现代汉语语法理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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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76 朝中语法对比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77 
朝中文化语义对比研
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95 韩国语修辞学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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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75 朝中词汇对比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78 韩国语词汇学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38 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0 韩国及朝鲜文学选读 外国语言文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125



·126· 

学学院 

FORE630062 韩国语句型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63 韩国语文论著选读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64 文化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66 中韩文体翻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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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语标准语法 高永根（韩国） 必读  
2 朝鲜语语法 金龙九（朝鲜） 必读  
3 朝鲜语语法 崔允甲 必读  
4 现代朝鲜语 姜银国 必读  
5 汉朝翻译理论与技巧 太平武 必读  
6 国语语义学 任智龙（韩国） 必读  
7 对比语言学 许余龙 必读  
8 朝汉语词汇对比 崔奉春 必读  
9 朝汉语语法对比 柳英绿 必读  
10 国语词汇学概论 金光海（韩国） 必读  
11 国语研究现状 韩国汉城大学 必读  
12 现代国语研究史 金敏洙（韩国） 必读  
13 社会语言学 李翼燮（韩国） 必读  
14 朝鲜语理论语法（词类论） 高信淑（朝鲜） 必读  
15 朝鲜语理论语法（形态论） 李根永（朝鲜） 必读  
16 朝鲜语理论语法（语法论） 金龙九（朝鲜） 必读  
17 现代朝鲜语（1,2,3） 金日成大学 必读  
18 朝鲜语学概论 崔正厚（朝鲜） 选读  
19 韩国语句型研究 姜银国 选读  
20 国语语法 徐正洙（韩国） 选读  
21 国语语义学 金敏洙（韩国） 选读  
22 认知语义学 任智龙（韩国） 选读  
23 文化语言学 邢福义 选读  
24 中国朝鲜语文（双月刊） 东北三省语办 必读  
25 朝鲜语文（季刊） 朝鲜 必读  
26 国语国文学（月刊） 中国 必读  
27 中国语文 韩国 选读  
28 中国翻译 中国 选读  
29 外国语 中国 选读  
30 外语教学与研究 韩国 选读  
31 国语学（季刊） 韩国 选读  
32 韩文（季刊） 韩国 选读  
33 韩国语教育（季刊） 韩国 选读  
34 韩国语言文化学（季刊） 韩国 选读  
35 双语学（季刊） 韩国 选读  
36 韩国语文（季刊） 韩国 选读  
37 韩国语言文学（季刊） 韩国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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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21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应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初步掌握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知识
和应用能力的专门人才，同时还应对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有所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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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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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语言对比研究
等方向的研究工作，为攻读本专业博士学位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2）具有扎实的
外语基本功和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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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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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独
立研究能力，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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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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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运用英语应用语言学、教学法和教学论的知识，在外文学院完成18课
时的教学任务； 
（2）参与英语文学作品、重要哲学社科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与本科生的辅导员工作； 
（4）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完成一定量的本专业范围内或与论文有关的学术研究；
（5）根据需要，协助指导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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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参加4次学术讲座，并写出听讲报告； 
（3）就自己研究的课题做至少一次的研究报告。 
（三）中期考核和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从第四学期初提前至第三学期末进行，并采取导师回避制；
（2）中期考核时必须提交论文的研究计划，并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英语能力测验（未
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业论文环节）； 
（3）最迟于第四学期初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4）完成导师指定的所选专业的基本参考书阅读；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开题报告在选题之前应对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动态有充分了解，选题与导
师共同商量后确定 
（2）论文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一定的应用价值，其论点、结论和建议对外语学
科的教学与科研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论文应做到观点明确，结构完整，格式规范。格式参见复旦大学图书馆网站上
的学位论文格式 
（4）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写作时间不少于10个月，杜绝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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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抄袭。 
（5）论文字数不少于15,000个英语单词（约合3万个汉字）。 
（6）学位论文答辩程序按照《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要求进行 
（7）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按照学校研究生院有关规定执
行。 
（8）在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前，学院提前一个月对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初审，
使用“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系统”，检测结果超过学院规定标准的自动延期。 
（9）相似度检测通过者，再聘请院内专家匿名评审，通过者方可参加上海市盲审抽
检，不通过者自动延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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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的了解，并能在自己的
学位论文和其他论文中就某一课题作比较系统的评述和分析； 
（2）在读期间提交能证明完成相关学术研究的论文一篇（不少于8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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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读期间至少参加过1次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并在报告会上宣读论文或发言； 
（5）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6）能独立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准备能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新课。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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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语言学 
本方向主要研究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语言学、
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并熟练运用相关语
言学理论和方法。 

熊学亮教授博导 
褚孝泉教授博导 
曲卫国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 
董宏乐副教授 

 

2 应用语言学 
本方向主要研究二语习得理论、外语教学法、教材编纂、外语
测试、心理语言学等内容，使学生掌握上述理论并具备使用这
些理论的能力。 

沈黎教授博导 
邱东林教授博导 
余建中教授 
梁正溜教授 
季佩英教授 
姚燕瑾副教授 
吴晓真副教授 

 

3 
翻译理论与实
践 

本方向主要研究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帮助学生了解
相关理论知识和翻译技巧。 

何刚强教授博导 
王建开教授博导 
袁莉副教授 
孙靖副教授 

 

4 
外汉语言对比
研究 

本方向从语言本体、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等多角度研究英语与
汉语之间的异同，帮助学生掌握对比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曾道明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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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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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04 论文写作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5 认知科学与二语习得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06 西方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8 功能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FORE620027 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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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5 话语分析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66 对比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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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620105 对比语言学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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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30002 社会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820051 
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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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FORE630029 第二语言习得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1 语义学专题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9 双语词典学导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0 演讲与修辞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FORE630081 符号学导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83 语言测试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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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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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830002 
应用语言学文献阅读
与批评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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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国外外语教学》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 选读  

12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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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校文科学报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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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笔译（专业学位） 055101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及满足国家
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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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学位专业课 4 8   
 专业选修课 6 12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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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两年内须 
（1）参加10次有关翻译的讲座，并写出相应讲座的报告（2学分）； 
（2）在一年的时间内，参加翻译实践实习（3学分），内容包括在学院指定实习基
地、出版、翻译机构担任临时翻译或译文审校、参与实际翻译（以出版或实际应用
为目标的）工作或与翻译相关的教学工作。实习结束，以翻译物的出版、被采纳、
相关部门的评语及课程指导教师的评语为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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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教学和实习过程中，要求学生至少有10-15万字的笔译成果集册，提供
考评； 
（2）要求学生参加全部10次相关学术讲座及研讨活动。 
考核方式为： 
（1）部分翻译成果得到出版或采用； 
（2）学术活动报告。 
（3）参与学院组织的专业外语能力测验，未达良好成绩者视情况补考或延期进入毕
业论文课题环节。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字数均以汉字计算）： 
1、项目：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译，字数不少于10000字（英译
汉或汉译英），并根据译文就翻译问题写出不少于10000字的研究报告（汉字）。 
2、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翻译研究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0字（汉字）。
3、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口译或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
果进行分析（如翻译比较），写出不少于10000字的实验报告（汉字）。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必须具有指导硕士及以上学位论文的资格，原则上应有不少于15
万字的正式出版的翻译作品。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必须有一位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且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在两年时间内，在掌握英汉翻译理论及原则、技巧的基础上，能熟练地、
有质量地独立从事包括文学、文化、社会、经贸、法律、新闻等方面的英汉及汉英
笔译，翻译成果达到出版或被正式采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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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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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汉笔译 
通过大量实践，研究文学、文化、经贸、法律、新闻、传媒等
领域的英汉及汉英翻译的技巧与规律，特别注重中国文化及传
统经典的英语翻译问题。 

王建开教授博导 
陶友兰教授 
张冲教授博导 
曲卫国教授博导 
熊学亮教授博导 
谈峥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卢丽安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康志峰教授 
朱建新副教授 
张琼副教授 
王爱萍副教授 
刘敬国副教授 
段枫副教授 
郑咏滟副教授 
陈靓副教授 
范若恩副教授 
丁骏副教授 
姜倩高级讲师等 

 

2 英汉笔译 
通过大量实践，研究文学、文化、经贸、法律、新闻、传媒等
领域的英汉及汉英翻译的技巧与规律，特别注重中国文化及传
统经典的英语翻译问题。 

王建开教授博导 
张冲教授博导 
曲卫国教授博导 
熊学亮教授博导 
谈峥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卢丽安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陶友兰教授 
康志峰教授 
朱建新副教授 
张琼副教授 
王爱萍副教授 
刘敬国副教授 
段枫副教授 
郑咏滟副教授 
陈靓副教授 
范若恩副教授 
丁骏副教授 
姜倩高级讲师等 

 

3 英汉笔译 
通过大量实践，研究文学、文化、经贸、法律、新闻、传媒等
领域的英汉及汉英翻译的技巧与规律，特别注重中国文化及传
统经典的英语翻译问题。 

王王建开教授博导 
张冲教授博导 
曲卫国教授博导 
熊学亮教授博导 
谈峥教授博导 
汪洪章教授博导 
卢丽安教授博导 
沈园教授博导 
陶友兰教授 
康志峰教授 
朱建新副教授 
张琼副教授 
王爱萍副教授 
刘敬国副教授 
段枫副教授 
郑咏滟副教授 
陈靓副教授 
范若恩副教授 
丁骏副教授 
姜倩高级讲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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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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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I620003 古汉语选读与英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05 翻译概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12 MTI学位论文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13 
笔译实务（翻译工作
坊）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MTI620000 外国语（法语）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01 外国语（日语）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FORE630044 翻译批评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08 多文体英汉互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09 文学翻译（汉-英）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20010 翻译实务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其他 考试  

MTI620011 翻译项目基础与实践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30000 多文体汉英互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20001 普通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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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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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620006 西方语言学理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28 英国小说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37 英国诗歌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066 对比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4 美国现代小说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6 外国文学十五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20107 翻译学概论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FORE630000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2 社会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4 英美戏剧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06 文体学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3 电影与文学批评方式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8 
科幻小说阅读与翻译
研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49 儒家原典研读与英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50 
翻译教学问题宏观研
究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53 词典与翻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76 文件翻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FORE630096 口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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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视外国语言文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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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学学院 

FORE630100 翻译概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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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820042 比较诗学专题研讨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30001 中外翻译简史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30003 视译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30005 口译理论与实践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30006 口译基础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I630008 口译实战工作坊 
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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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 翻译研究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 翻译新究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4 译道探微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 翻译茶座系列 毛荣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6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7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George Steiner，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8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ugene A.Nid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9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M. , London：Routledge, 1998.   
10 《中国翻译》 中国翻译   
11 《上海翻译》 上海翻译   
12 《外语与翻译》 外语与翻译   
13 《外语界》 外语界   
14 《外语学刊》 外语学刊   
15 Bas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ay Dollerup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Eugen 

  
16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A.Nid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17 译者的电子工具 

奥斯特米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8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语言工作 
切斯特曼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9 名家•名论•名译 张经浩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陈福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1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谭载喜，商务印书馆，2004   
22 翻译：思考与试笔 王佐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23 七缀集 钱钟书，古籍出版社   
24 翻译论集 罗新璋，商务印书馆，1984   
25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包惠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6 跨文化交际翻译（I），（II） 

金惠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2005 

  
27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8 翻译研究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9 翻译新究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30 译道探微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31 翻译茶座系列 毛荣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32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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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George Steiner，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3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ugene A.Nid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35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M. , London：Routledge, 1998.   
41 Bas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ay Dollerup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Eugen 

  
42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A.Nid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43 译者的电子工具 

奥斯特米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44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语言工作 
切斯特曼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45 名家•名论•名译 张经浩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46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陈福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7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谭载喜，商务印书馆，2004   
48 翻译：思考与试笔 王佐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49 七缀集 钱钟书，古籍出版社   
50 翻译论集 罗新璋，商务印书馆，1984   
51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包惠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2 跨文化交际翻译（I），（II） 

金惠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2005 

  
53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4 翻译研究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5 翻译新究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6 译道探微 思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7 翻译茶座系列 毛荣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58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59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George Steiner，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60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ugene A.Nida，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61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M. , London：Routledge, 1998.   
67 Basic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ay Dollerup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Eugen 

  
68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A.Nid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69 译者的电子工具 

奥斯特米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70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语言工作 
切斯特曼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71 名家•名论•名译 张经浩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72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陈福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73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谭载喜，商务印书馆，2004   
74 翻译：思考与试笔 王佐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75 七缀集 钱钟书，古籍出版社   
76 翻译论集 罗新璋，商务印书馆，1984   
77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包惠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8 跨文化交际翻译（I），（II） 

金惠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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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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新闻实习和社会调查，
培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事新闻学研究以及新闻实务工作的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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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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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参加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或科研实践。 
（2）每位硕士生须积极参加新闻学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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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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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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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兵教授（博导） 
李良荣教授（博导） 
黄 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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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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玮教授（博导） 
张涛甫教授（博导） 
陈建云教授（博导） 
马凌副教授 
林溪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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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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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伟副教授 
洪兵副教授 
黄小雄副教授 
沈国麟副教授 
许燕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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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14 当代报纸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0 新闻名家名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4 媒介政策与法规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7 
中外传媒产业政策比
较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1 大众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3 摄影理论与历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4 广告与文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5 危机沟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66 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0 人际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3 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7 IMC战略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8 传播新技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
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1 新媒体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2 全球化与政治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7 城市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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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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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5 现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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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编辑学会 选读  
21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22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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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单考） 0503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新闻实习和社会调查，
培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事新闻学研究以及新闻实务工作的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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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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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位硕士生须积极参加新闻学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2）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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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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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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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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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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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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溪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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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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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伟副教授 
洪兵副教授 
黄小雄副教授 
沈国麟副教授 
许燕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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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14 当代报纸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0 新闻名家名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4 媒介政策与法规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7 

中外传媒产业政策比
较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1 大众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3 摄影理论与历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4 广告与文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5 危机沟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66 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0 人际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3 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7 IMC战略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8 传播新技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3008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
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1 新媒体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2 全球化与政治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7 城市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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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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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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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2 军事记者 解放军报社 选读  
13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14 新闻界 四川日报社 选读  
15 新闻传播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6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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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编辑学会 选读  
21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22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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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新闻实习和社会调查，
培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事传播学研究以及传播实务工作的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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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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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参加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或科研实践。 
（2）每位硕士生须积极参加新闻学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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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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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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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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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副教授 
李双龙副教授 
邓建国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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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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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14 当代报纸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0 新闻名家名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4 媒介政策与法规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7 

中外传媒产业政策比
较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1 大众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3 摄影理论与历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4 广告与文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5 危机沟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66 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0 人际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3 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7 IMC战略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8 传播新技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
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1 新媒体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2 全球化与政治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97 城市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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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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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7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选读  
8 现代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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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10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选读  
11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12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13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选读  
14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5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16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 选读  
17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8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19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选读  

  

144



·145· 

传播学（“Fudan-LSE 全球媒介与传播”全英文学位项目）
050302a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目前仅设硕士点。目标是培养全球媒介与传播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既掌握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又具有国际传播的技能，掌握初级汉语，可从
事对科研和教学以及国际传播实务工作。 
本专业学制两年，其中第一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媒介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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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0 0   
 跨一级学科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1   
 学术活动 0   
 其他说明   

 

总学分 35分 
 
伦敦政经学院学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分： 
学位基础课     4分 
学位专业课     2分学位专业课         10分 
选修课         6分专业选修课         6分 
论文           4分跨一级学科课程     2分 
               16分实习               1分 
                                                               19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的基本范围：我国新闻传播科研、教学、机构的业务活动，含实地考察、访谈、
调查等。 
实践的基本形式：有指导老师和业界代教专家指导、评审其实习能力和成绩。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全球媒介与传播”专业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媒介与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问题。论文
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以英文完
成，按照硕士论文规范完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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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新闻业务工作； 
（3）具备较强的英语综合能力； 
（4）能够完成实习阶段的国际新闻业务工作要求。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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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媒介与
传播” 

“全球媒介传播双硕士项目”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英国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LSE）合作的双学位硕士项目，本项目的目标
是整合两所名校、两座名城的资源，培养有志于从事与中国和
亚洲相关工作的传媒专业海外学生。 
合作模式为：学制两年，第一年在英国伦敦LSE学习，第二年

组织专业教师团队授
课、指导，主要人员包
括： 
洪兵（副教授）、孙少
晶（教授）、周葆华（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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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学术独立，学位关联。 教授）、阳歌（副教授）、
沈国麟（副教授）、徐
佳（副教授）、刘景芳
（讲师）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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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34 
Methods of Research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5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J620003 中国的传播学调查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4 

中国新闻的历史、理论
和实践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3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8 毕业论文：媒介与传播新闻学院 4 72 
第一、二学
期 

辅导 论文  
LSE620005 中国语言与文化（一）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20006 中国语言与文化（二）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35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Journalism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6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7 
Media、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8 
Represent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9 

Globalisation、
Conflict and 
Post-Totalitarianis
m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0 
Perspectives on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1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2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3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 
Strategic Approach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4 
Media Law: 
Regulating 
Newsgather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5 
Globalising 
Sexuality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46 
Psycho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8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
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4 
Identity、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Med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6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7 
Conflict and 
State-Build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8 
The Audience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9 
New Media、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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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630050 
New Medi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System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1 
Current Issu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2 

Screening the 
present: 
contemporary cinema 
and cultural 
critiqu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3 
C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 As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4 
Knowledge、Networks 
and Collaborative 
Work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7 
中国独立影像和微影
像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20008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China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3 
Communicating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04 
新媒介与社会：理论前
沿与中国经验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05 
Applied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15 Cyberlaw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16 Urban Ethnography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17 

Film Theory and World 
Cinem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18 
Mediated Resistance 
and Citize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19 
Digital Media 
Futur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0 
Business and 
Organisational 
Ethic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1 
World Politics: 
Sovereignty Rights 
and Global Order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2 RHETORIC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3 

RESEARCH TUTORIALS 
IN DIGITAL STUD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4 
CHINA'S IMAG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5 
ACCOMPAGNER LE 
CHANGEMENT PAR 
LA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LSE630026 
BRAND DIGITAL AND 
CREATIV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27 Zumb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37 信息视觉化与设计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38 中国当代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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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Spence, Jonathan D. 1999. New York: 
W. W. Norton.   

  

2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1954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Fairbank, John King. 1958.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4 Red Star over China. 
Snow, Edgar. 1978 
New York: Grove Press.  (Fuda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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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call number 
 

5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
s May Fourth Project 

Dolezelova-Velingerova, Milena and 
Oldrich Kral, eds. 20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sherick, Joseph W.,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sou, Tang. 1986.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ittmer, Lowell and Samuel S. Kim, 
eds. 1993. 
 

  

10 The Rise of Modern Native Press in China 
In Y. P. Wang (1924).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1 
The Power of Print in the Late Qing: 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 

Judge，J.(1996).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The Journalist in China: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inspiration 

HUGO DE BURGH   

13 
Mass Media in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Failed
 
 

Gary. B. Wilson   

14 
Mas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edia roles reconsidered 

Lee, Paul Siu-nam   

15 News for China’s Cadre 
L. Erwin Atwood and N. Lin: Cankao 
Xiaoxi 

  
16 Imagistic Rhetoric as Cultural Instrument Xin-an Lu: Dazhai   
17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Economic Review 
1980-1989 

Jinguo Shen   

18 
How Yugong Moved the Mountain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ss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ingha Arvind   

19 
Exploring between the Two Worlds: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Hao Xiaoming, Xu Xiaoge   

20 
Innovation Through Intimidation: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Defamation Litigation in China 

Benjamin L. Liebman   

21 
Guiding Hand: the Role of CCP Central 
Propganda Department in the Current Era 

Anne Marie-Brady   
22 China’s Media Content under Commercialism Zhongshi Guo   

23 
Opposities Apart: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Revenues between China’s Party and Mass Appeal 
Newspapers 

Chen Huailin, Guo Zhongshi   

24 From Masses to Audiences Zhang Yong   
25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Yue Zhizhao   

26 
Yu Huang:’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rporated: the Case of Shenzhen Press Group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hin-Quan Lee,Zhou He, Yu Huang 
 

  

27 
Changes and Consistency: China’s Media Market 
after WTO Entry 

Mu Lin   

28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Yue Zhizhao, Dan Schiller   

29 
Caught in the web: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China’s Information 

Yue Zhi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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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highway 

30 
China, WTO and the Mass Media , what is at 
Stake? 

Colin Sparks   

31 
Guerrilla Tact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Tong Jinrong   

32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Hugo De Burgh   

33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Yue Zhizhao   

34 
News Frames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al China 

Yue Zhizhao   

35 
Motivation for luxur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metropolitan city in China. 

Wang, Y., Sun, S., & Song, Y. (2010)
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 
 

  

36 
An Analysis of Tzu Chi’s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 on Body Donation. 

Chen, G., & Chou, D. (2008) 
China Media Research, 4, 56-61 
 

  

37 
Evaluating the Social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Four-Year "Love Teeth Day" 
Campaign in China 

Bian, J. Y., Zhang, B. X., & Rong, 
W. S. (1995) 
Advances in Dental Research, 9, 
130-133 
 

  

38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Griffith, D. A. (2002).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7, 
256-265 
 

  

39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hin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tudy. 

Goodman, M. B., & Wang, J. 
(2007).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8, 34-41. 

  
  

149



·150· 

传播学（“Fudan- Sciences Po. 传播与媒介” 
全英文学位项目） 050302b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目前仅设硕士点。目标是培养全球媒介与传播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既掌握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又具有国际传播的技能，掌握初级汉语，可从
事对科研和教学以及国际传播实务工作。 
本专业学制两年，其中第一年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媒介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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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0 0   
 跨一级学科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1   
 学术活动 0   
 其他说明   

 

总学分：57 学分 
巴黎政大学分学位专业课      24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4 学分 
共计            38 学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分学位专业课      1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6 学分 
跨一级学科课程  2 学分 
实习            1学分 
共计            19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的基本范围：我国新闻传播科研、教学、机构的业务活动，含实地考察、访谈、
调查等。 
实践的基本形式：有指导老师和业界代教专家指导、评审其实习能力和成绩。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复旦-巴黎政大“媒介与传播”专业论文选题应来源于传播与媒介的理论研究和实际
问题。论文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
文以英文完成，按照硕士论文规范完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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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新闻业务工作； 
（3）具备较强的英语综合能力； 
（4）能够完成实习阶段的国际新闻业务工作要求。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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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巴黎政大
“传播与媒介”

“传播与媒介双硕士项目”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法国政治学
院（Sciencespo）合作的双学位硕士项目，本项目的目标是整
合两所名校、两座名城的资源，培养有志于从事与中国和亚洲

组织专业教师团队授
课、指导，主要人员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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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的传媒专业海外学生。 
合作模式为：学制两年，第一年在法国巴黎政经学院学习，第
二年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学术独立，学位关联。

洪兵（副教授）、孙少
晶（教授）、周葆华（副
教授）、阳歌（副教授）、
沈国麟（副教授）、徐
佳（副教授）、刘景芳
（讲师）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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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J620003 中国的传播学调查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5 Controvers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06 

Introduction to 
Media Stud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07 
Media in The Global 
and Digital Er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08 

Strategic and 
Financial Stakes of 
Communication 
Compan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09 
Marketing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0 Public Opin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1 

Networks，Flow，
Control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2 
Multiculturalism，
Identity，Cultural 
Diversity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3 
Sex，Desire，
Transgress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4 
Communication 
Strategy:Case 
Stud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5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6 
Marketing，Politics，
Ethic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7 
Strategic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8 
How Does Digital 
Make ”Everything 
Amaz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19 

Research Tutorials 
in 
Communication(Compa
rative Approach on 
China and Europ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20020 
Individualisme，
Seduction，
Narcissism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20005 中国语言与文化（一）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20006 中国语言与文化（二）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LSE620008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China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J620004 
中国新闻的历史、理论
和实践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1 Stretch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2 Pilat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3 

Scientific 
Humanitie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4 Media Theory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5 

Economics and 
Globaliz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151



·152· 

EMAJ630006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Imc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7 
Design，nnovation， 
Particip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8 Seminar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09 

Chinese:Intermediat
e/Upper 
Intermadiate(Level 
3)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10 
Chinese:Advanced 
(Level 4)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11 
Chinese:Proficient 
(Level 5)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12 
Speech and 
“Self-Image”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13 Writ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J630014 Career Build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03 

Communicating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5 
Applied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SE630037 信息视觉化与设计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38 中国当代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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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 of Modern Native Press in China 
In Y. P. Wang (1924).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2 
The Power of Print in the Late Qing: 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 

Judge，J.(1996).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The Journalist in China: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inspiration 

HUGO DE BURGH   
4 Mass Media in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Failed Gary. B. Wilson   
5 

Mas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edia roles reconsidered 

Lee, Paul Siu-nam   

6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Spence, Jonathan D. 1999. New York: 
W. W. Norton.   
 

  

7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1954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Fairbank, John King. 1958.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9 Red Star over China. 

Snow, Edgar. 1978 
New York: Grove Press.  (Fudan U. 
Library call number 
 

  

10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
s May Fourth Project 

Dolezelova-Velingerova, Milena and 
Oldrich Kral, eds. 20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sherick, Joseph W.,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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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sou, Tang. 1986.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ittmer, Lowell and Samuel S. Kim, 
eds. 1993. 
 

  

15 
Motivation for luxur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metropolitan city in China. 

Wang, Y., Sun, S., & Song, Y. (2010)
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 
 

  

16 
An Analysis of Tzu Chi’s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 on Body Donation. 

Chen, G., & Chou, D. (2008) 
China Media Research, 4, 56-61 
 

  

17 
Evaluating the Social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Four-Year "Love Teeth Day" 
Campaign in China 

Bian, J. Y., Zhang, B. X., & Rong, 
W. S. (1995) 
Advances in Dental Research, 9, 
130-133. 
 

  

18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Griffith, D. A. (2002).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7, 
256-265 
 

  

19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hin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tudy. 

Goodman, M. B., & Wang, J. 
(2007).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8, 34-41. 

  

20 News for China’s Cadre 
L. Erwin Atwood and N. Lin: Cankao 
Xiaoxi 

  
21 Imagistic Rhetoric as Cultural Instrument Xin-an Lu: Dazhai   
22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Economic Review 
1980-1989 

Jinguo Shen   

23 
How Yugong Moved the Mountain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ss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ingha Arvind   

24 
Exploring between the Two Worlds: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Hao Xiaoming, Xu Xiaoge   

25 
Innovation Through Intimidation: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Defamation Litigation in China 

Benjamin L. Liebman   

26 
Guiding Hand: the Role of CCP Central 
Propganda Department in the Current Era 

Anne Marie-Brady   
27 China’s Media Content under Commercialism Zhongshi Guo   

28 
Opposities Apart: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Revenues between China’s Party and Mass Appeal 
Newspapers 

Chen Huailin, Guo Zhongshi   

29 From Masses to Audiences Zhang Yong   
30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Yue Zhizhao   

31 
Yu Huang:’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rporated: the Case of Shenzhen Press Group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hin-Quan Lee,Zhou He, Yu Huang 
 

  

32 
Changes and Consistency: China’s Media Market 
after WTO Entry 

Mu Lin   

33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Yue Zhizhao, Dan Schiller   

34 
Caught in the web: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Yue Zhizhao   

35 
China, WTO and the Mass Media , what is at 
Stake? 

Colin Sparks   

36 
Guerrilla Tact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Tong Jinrong   

37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Hugo De Burgh   

38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Yue Zhizhao   

39 
News Frames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al China 

Yue Zhi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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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 0503Z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广告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新闻实习和社会调查，
培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从事广播电视学研究以及广告实务工作的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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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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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参加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或科研实践。 
（2）每位硕士生须积极参加新闻学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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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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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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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理论与历
史 

1、对现代消费者的研究。 
研究的对象：（1）现代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与市场的关联；（2）
研究消费者的工具和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2、现代广告信息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的重新
审视。 
研究的对象：（1）新媒体条件下广告信息的传播途径、传播

顾铮教授（博导） 
孟建教授（博导） 
张殿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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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影响力的探究；（2）传统的广告效果评估与现代效果
评估的差异分析。 
3、广告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关系。 
研究的对象：（1）广告的文化策略与广告影响力、品牌建构
的关系；（2）广告的文化含义对于消费者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及其对社会文化形成的相互关系等。 
4、对我国近百年广告事业发展状况的梳理。 

2 当代中外广告 

1、现代国际广告市场的发展研究。 
研究的对象：（1）国际广告公司新经济条件下的广告业务的
拓展状况；（2）国际广告发展与媒体经营发展之间的关系；
（3）国际广告代理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广告市场的冲
击、影响的研究。 
2、现代国际广告理念的发展研究 
研究的对象：（1）国际广告事业的发展对广告研究提出的新
课题；（2）广告理论发展与相关学科发展的关联。 
3、现代中国广告理念的发展特征 
研究的对象：（1）中国的品牌建构问题；（2）中国本土经济
发展特征对理论的形成的制约；（3）中国广告主的广告意识
的分析和研究。 

顾铮教授（博导） 
孟建教授（博导） 
张殿元教授 

 

3 营销传播 

1、营销传播工具的组合运用在现代市场策略中的特征研究； 
研究的对象：（1）广告在现代市场运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研
究；（2）销售促进在网络经济时代的特点和方法；（3）对整
合营销传播的理解和运用。 
 
2、营销传播与新技术发展的关联； 
研究的对象：（1）信息技术对于传播手段、传播观念的影响：
（2）信息技术对于传播效果评价的支持和影响。 
（1）营销传播工具的组合运用在现代市场策略中的特征研究。
研究的对象：广告在现代市场运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研究；销
售促进在网络经济时代的特点和方法；对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解
和运用。 
（2）营销传播与新技术发展的关联。研究的对象：信息技术
对于传播手段、传播观念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传播效果评价
的支持和影响。 

顾铮教授（博导） 
孟建教授（博导） 
张殿元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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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10 营销传播 新闻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12 公共关系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14 当代报纸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0 新闻名家名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4 媒介政策与法规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7 
中外传媒产业政策比
较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1 大众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3 摄影理论与历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30024 广告与文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5 危机沟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66 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0 人际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3 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7 IMC战略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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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630078 传播新技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
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1 新媒体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2 全球化与政治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7 城市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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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2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3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选读  
4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5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6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7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8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9 现化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必读  
10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11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选读  
12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13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14 军事记者 解放军报社 选读  
15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16 新闻界 四川日报社 选读  
17 新闻传播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8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9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20 新闻实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21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22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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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学 0503Z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广播电视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新闻实习和社会调
查，培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从事广播电视学研究以及广播电视实务工作的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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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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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参加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或科研实践。 
（2）每位硕士生须积极参加新闻学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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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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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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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 
理论与实务 

主要研究内容：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包括各种学说、方法、流
派）、广播电视运作实务（各种运作实务的理念、机制、手段）。
特色和意义：深入探索广播电视作为一门学科的规律，建构具
有本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为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做出学术和
运作的贡献。 

陆晔教授（博导） 
章平副教授 
赵民副教授 

 

2 广播电视 主要研究内容：广播电视跨文化理论（包括各种学说、方法、孟建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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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 流派）、广播电视跨文化现象（媒介逻辑、产生机制、运作形
态）。特色和意义：拓展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前沿，提升研究国
际化程度，并争取中国在世界新闻传播研究中更多的学术“话
语权”，为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努力。 

陆晔教授（博导） 
杨击副教授 

3 
广播电视 
产业经济 

主要研究内容：广播电视产业基金理论（包括各种学说、方法、
流派）、广播电视产业经济运作实务（各种运作实务的理念、
机制、手段）。特色和意义：深入探索广播电视作为产业形态
的规律，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学，为广播电视业
的发展，做出学术和运作的贡献。 

黄芝晓教授（博导） 
周笑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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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22 影视研究专题 新闻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58 广电产业与节目策略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14 当代报纸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0 新闻名家名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4 媒介政策与法规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7 
中外传媒产业政策比
较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1 大众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3 摄影理论与历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4 广告与文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5 危机沟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66 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0 人际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3 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7 IMC战略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8 传播新技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
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1 新媒体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2 全球化与政治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7 城市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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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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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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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军事记者 解放军报社 选读  
11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12 新闻界 四川日报社 选读  
13 新闻传播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4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5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16 新闻实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7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8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 选读  
19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20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21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选读  
22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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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管理学 0503Z3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媒介管理学专业课程的学习研究，以及新闻实习和社会调
查，培养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从事广播电视学研究以及媒介管理实务工作的骨干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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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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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参加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或科研实践。 
（2）每位硕士生须积极参加新闻学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3）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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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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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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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管理 

主要研究作为产业经济之一而又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媒介产
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媒介的经济运行与宏观环境的关系、媒介
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关系、媒介的资本运作等。这一方向比
较偏重于经济学现象的研究，国内尚属新兴学科，对于当前中
国媒体的改革与发展起着基础理论的作用，同时也对媒体的现
实运行有着直接的指导性意义。 

孟建教授（博导） 
朱春阳教授（博导） 
周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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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介经营与管
理 

主要研究媒介管理的基本原理、宏观环境与媒介管理的关系、
不同社会制度下媒介管理的比较、中国特色媒介管理的规律及
媒介管理者的素质养成等。这一方向有着新闻传播学与管理科
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学科知识交叉的特点，与实践有着紧密
的联系，对于中国特色的媒介管理理论与实践有着探索性意
义。 

孟建教授（博导） 
朱春阳教授（博导） 
周笑副教授 

 

3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发展领域，也是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支撑，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方向主
要就当前中外文化产业政策与技术进行研究，致力于互联网+
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孟建教授（博导） 
朱春阳教授（博导） 
周笑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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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03 媒介经营与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16 

外国媒介经营管理研
究 

新闻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14 当代报纸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0 新闻名家名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04 媒介政策与法规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7 

中外传媒产业政策比
较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1 大众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2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3 摄影理论与历史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24 广告与文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25 危机沟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66 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0 人际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
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3 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7 IMC战略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78 传播新技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0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
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1 新媒体管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82 全球化与政治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7 城市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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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社 必读  
2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3 现化传播 北京广播学院 必读  
4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总署 选读  
5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选读  
6 电视研究 中央电视台 选读  
7 中国摄影 中国摄影家协会 选读  
8 军事记者 解放军报社 选读  
9 新闻知识 陕西日报社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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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闻界 四川日报社 选读  
11 新闻传播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2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选读  
13 中国报业 中国报业协会 选读  
14 新闻实践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1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6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 选读  
17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选读  
18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选读  
19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选读  
20 新闻爱好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选读  
2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2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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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05520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既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又具有扎实新闻传播专业技能,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
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新闻
传播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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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专业选修课 8 1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该专业学生将在入学的第二年进行半学年的毕业实践，毕业实践的考核方式
为实习报告、实践作品以及实习单位的考察意见。 
 
（二）实践的基本范围：媒体或相关公司、企业的新闻传播业务活动（含采访、写
作、编辑、评论、公关、广告制作、营销等各个环节）。 
 
（三）实践的基本形式：半年时间，全日制实习。由指导老师和业界专家指导、评
审其实习能力和成绩。 
 
（四）海外或业界参访。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须与新闻与传播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新闻与传播及相关学科理论、
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新闻与传播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
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学位论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答辩成员中须
有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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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传播业务工作； 
（3）具有新闻传播策划与管理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每年2 个学期，其中3个学期安排课程学习，1个学期安排到媒体机构实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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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与传播 

为适应我国新闻与传播事业发展对新闻与传播人才的迫切需
求，完善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质量。本专业教育立足：高端、
专业、复合型、国际化的原则，培养中国尖端新闻传播人才，
打造新闻传播专业教育高端平台。 

黄瑚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张涛甫教授（博导） 
廖圣清教授（博导） 
李双龙副教授 
阳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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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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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29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0 中外新闻传播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1 传媒产业发展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2 新闻传播理论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JOUR620059 专硕专业英语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06 新闻实务 新闻学院 2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10 营销传播 新闻学院 2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2 英语新闻写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3 专业新闻报道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9 媒介融合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0 传播实务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1 全媒体新闻编辑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3 新闻传播专题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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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必读  
2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ISSN 1002-5685 必读  
3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ajr.org/ 必读  
4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cjr.org// 必读  
5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bjr.org.uk/ 必读  
6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7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必读  
8 《媒介》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必读  
9 《销售与市场》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必读  
10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必读  
1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1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13 《传播学史》 E.M.罗杰斯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4 《美国新闻史》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 埃默里著，
新华出版社，2001 

  

15 《大众媒介与社会》 
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华
夏出版社，2006 

  

16 《新闻传播法学》 
孙旭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7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8 《什么在决定新闻》 赫伯特.甘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 《追求卓越新闻》 

黄煜、俞旭、黄盈盈著，南方日报出版
社，2009 

  

20 《创造性采访》 
Ken Metzle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与英美报刊主编对话》 
王尔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2 《新华社记者与美国名流面对面》 李学军著，新华出版社，2009   
23 《调查性报道（第二版）》 

威廉.C.该恩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5 

  

24 《“调查”十年》 
《新闻调查》栏目组编著，三联书店，
2006 

  
25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孙玉胜著，三联书店，2003   

26 
Vincent Campbell (2004) Information age 
journalism: Jour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London: Arnol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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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Frontlines and 
deadlines (2009).  

John Owen (Editor), Heather Purdey 
(Editor) Wiley-Blackwell; New 
edition (January 20, 2009) 

  

28 
John, Herbert (2006)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29 《国际传播学导论》 
郭可，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2006 

  

30 
《新闻报道与写作》(Reporting and Writing,影
印版)(第9版) 

Melvin Mencher，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1 《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 
Gibbs Cheryl, Warhover Tom, 新华出
版社，2004 

  
32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刘海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3 《创造性的编辑》(第5版) 

Dorothy A.Bowl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9 

  
34 《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 康拉德.芬克著,新华出版社,2002   
35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罗杰.菲德勒，华夏出版社   
36 《广告调查与效果评估（第二版）》 程士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7 《公共关系学（第四版）》 居延安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38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 

菲利普•科特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39 《理解传媒经济学》 吉莉安.道尔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0 《受众分析》 
作者：丹尼斯•麦奎尔，译者:刘燕南、
李颖、杨振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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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财经新闻 专业学位） 055200a  
            
一、 培养目标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越发重要、上海着力打造国际金融港
的大背景下，本项目旨在培养兼具新闻理想、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高层次财经传
播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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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专业选修课 10 20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该专业学生将在入学的第二年进行半学年的毕业实践，毕业实践的考核方式
为实习报告、实践作品以及实习单位的考察意见。 
 
（二）实践的基本范围：媒体或相关公司、企业的新闻传播业务活动（含采访、写
作、编辑、评论、公关、广告制作、营销等各个环节）。 
 
（三）实践的基本形式：半年时间，全日制实习。由指导老师和业界专家指导、评
审其实习能力和成绩。 
 
（四）海外或业界参访。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须与新闻与传播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新闻与传播及相关学科理论、
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新闻与传播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
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学位论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答辩成员中须
有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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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新闻传播业务工作； 
（3）具有新闻传播策划与管理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每年2 个学期，其中3个学期安排课程学习，1个学期安排到媒体机构实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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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新闻 

为适应我国新闻与传播事业发展对新闻与传播人才的迫切需
求，完善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质量。本专业教育立足：高端、
专业、复合型、国际化的原则，培养中国尖端新闻传播人才，
打造新闻传播专业教育高端平台。 

黄瑚教授（博导） 
孙玮教授（博导） 
张涛甫教授（博导） 
朱春阳教授（博导） 
章平副教授 
李双龙副教授 
阳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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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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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29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0 中外新闻传播史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1 传媒产业发展研究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2 新闻传播理论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JOUR620059 专硕专业英语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JOUR630031 经济学原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2 英语新闻写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4 财经报道写作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5 金融和商业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6 融合报道基础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7 经济法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38 财经报道前沿讲座 新闻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2 财经报道采访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5 金融基础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96 公司财务概论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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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必读  
2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ISSN 1002-5685 必读  
3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ajr.org/ 必读  
4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cjr.org/ 必读  
5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bjr.org.uk/ 必读  
6 《中国记者》 新华通讯社 必读  
7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必读  
8 《媒介》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必读  
9 《销售与市场》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必读  
10 《公共关系》 陕西省公关协会   
11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必读  
12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必读  
13 《传播学史》 E.M.罗杰斯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4 《美国新闻史》 

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 埃默里著，
新华出版社，2001 

  

15 《大众媒介与社会》 
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华
夏出版社，2006 

  
16 《新闻传播法学》 孙旭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7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 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8 《什么在决定新闻》 赫伯特.甘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 《追求卓越新闻》 

黄煜、俞旭、黄盈盈著，南方日报出版
社，2009 

  

20 《创造性采访》 
Ken Metzle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与英美报刊主编对话》 
王尔山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2 《新华社记者与美国名流面对面》 李学军著，新华出版社，2009   
23 《调查性报道（第二版）》 

威廉.C.该恩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5 

  

24 《“调查”十年》 
《新闻调查》栏目组编著，三联书店，
2006 

  
25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孙玉胜著，三联书店，2003   

26 
Vincent Campbell (2004) Information age 
journalism: Jour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London: Arnold; 2004   

27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Frontlines and John Owen (Editor), Heather Purd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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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lines (2009).  (Editor) Wiley-Blackwell; New 
edition (January 20, 2009) 

28 
John, Herbert (2006)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29 《国际传播学导论》 
郭可，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2006 

  

30 
《新闻报道与写作》(Reporting and Writing,影
印版)(第9版) 

Melvin Mencher，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1 《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的故事)》 
Gibbs Cheryl, Warhover Tom, 新华出
版社，2004 

  
32 《中国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刘海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3 《创造性的编辑》(第5版) 

Dorothy A.Bowl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9 

  
34 《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 康拉德.芬克著,新华出版社,2002   
35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罗杰.菲德勒，华夏出版社   
36 《广告调查与效果评估（第二版）》 程士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7 《公共关系学（第四版）》 居延安等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38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 

菲利普•科特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39 《理解传媒经济学》 吉莉安.道尔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0 《受众分析》 
作者：丹尼斯•麦奎尔，译者:刘燕南、
李颖、杨振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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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Fudan- Sciences Po. 全球媒介与传播”全英
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055200b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目前仅设硕士点。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兼
备国际化视野、谙熟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人才，既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国际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国际新闻与
传播专门人才。本专业学制两年，其中第一年在法国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
学习。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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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   
 专业选修课 12 24   
 政治理论课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的基本范围：我国新闻传播科研、教学、机构的业务活动，含实地考察、访谈、
调查等。 
实践的基本形式：有指导老师和业界代教专家指导、评审其实习能力和成绩。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复旦-巴黎政大“媒介与传播”专业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媒介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际
问题。论文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
文依据复旦大学专业硕士论文规范以中文完成。从2014年起，按照研究生院所规定
的相似性检查、盲审抽查与明审等要求进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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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新闻业务工作； 
（3）具备较强的英语综合能力； 
（4）能够完成实习阶段的国际新闻业务工作要求。 

 

六、 学习年限  

 本专业为硕士层次，培养国际媒介与传播的研究和应用人才，学制两年，第一年在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第二年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七、 其他  

 

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安排实习。实习安排根据学生意愿主要为英文媒体与外资广告/
营销公司两种类型，为此学院对其实习的设计和组织主要通过提供英文《上海日报》、
上海电视台英语频道、阳狮集团等三家机构作为选择，学生确定意向之后组织推荐
和接洽工作，由这些机构最终确定实习人选。学生亦可自行选择和联系实习单位；
我院教师亦提供一些个人资源供其选择。实习时间通常安排在每年12月份至次年4月
份。实习结束需提供实习机构的证明和评价。学分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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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巴黎政大
“传播与媒介”

“传播与媒介双硕士项目”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法国政治学
院（Sciences Po）合作的双学位硕士项目，本项目的目标是
整合两所名校、两座名城的资源，培养有志于从事与中国和亚
洲相关工作的传媒专业中国学生。 
合作模式为：学制两年，第一年在法国巴黎政经学院学习，第
二年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学术独立，学位关联。

组织专业教师团队授
课、指导，主要人员包
括： 
孙少晶（教授）、洪兵
（副教授）、周葆华（副
教授）、阳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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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麟（副教授）、徐
佳（副教授）刘景芳（讲
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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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J620003 中国的传播学调查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5 Controvers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6 

Introduction to 
Media Stud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7 
Media in The Global 
and Digital Er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8 

Strategic and 
Financial Stakes of 
Communication 
Compan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9 
Marketing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0 Public Opin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1 

Networks，Flow，
Control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2 
Multiculturalism，
Identity，Cultural 
Diversity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3 
Sex，Desire，
Transgress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4 
Communication 
Strategy:Case 
Stud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5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6 
Marketing，Politics，
Ethic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7 
Strategic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8 
How Does Digital 
Make ”Everything 
Amaz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19 

Research Tutorials 
in 
Communication(Compa
rative Approach on 
China and Europ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20 
Individualisme，
Seduction，
Narcissism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20008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China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J620004 
中国新闻的历史、理论
和实践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1 Stretch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2 Pilat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3 

Scientific 
Humanitie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4 Media Theory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J630005 
Economics and 
Globaliz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6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 Imc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7 
Design，nnovation， 
Particip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08 Seminar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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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J630009 

Chinese:Intermediat
e/Upper 
Intermadiate(Level 
3)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10 
Chinese:Advanced 
(Level 4)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11 
Chinese:Proficient 
(Level 5)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12 
Speech and 
“Self-Image”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13 Writ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30014 Career Build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59 专硕专业英语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8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
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7 
中国独立影像和微影
像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3 
Communicating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4 
新媒介与社会：理论前
沿与中国经验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5 
Applied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37 信息视觉化与设计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38 中国当代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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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 of Modern Native Press in China 
In Y. P. Wang (1924).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2 
The Power of Print in the Late Qing: 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 

Judge，J.(1996).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The Journalist in China: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inspiration 

HUGO DE BURGH   
4 Mass Media in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Failed Gary. B. Wilson   
5 

Mas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edia roles reconsidered 

Lee, Paul Siu-nam   

6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Spence, Jonathan D. 1999. New York: 
W. W. Norton.   

  

7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1954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Fairbank, John King. 1958.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9 Red Star over China. 

Snow, Edgar. 1978 
New York: Grove Press.  (Fudan U. 
Library call number 
 

  

10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
s May Fourth Project 

Dolezelova-Velingerova, Milena and 
Oldrich Kral, eds. 20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sherick, Joseph W.,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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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sou, Tang. 1986.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ittmer, Lowell and Samuel S. Kim, 
eds. 1993. 
 

  

15 
Motivation for luxur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metropolitan city in China. 

Wang, Y., Sun, S., & Song, Y. (2010)
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 
 

  

16 
An Analysis of Tzu Chi’s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 on Body Donation. 

Chen, G., & Chou, D. (2008) 
China Media Research, 4, 56-61 
 

  

17 
Evaluating the Social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Four-Year "Love Teeth Day" 
Campaign in China 

Bian, J. Y., Zhang, B. X., & Rong, 
W. S. (1995) 
Advances in Dental Research, 9, 
130-133. 
 

  

18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Griffith, D. A. (2002).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7, 
256-265 
 

  

19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hin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tudy. 

Goodman, M. B., & Wang, J. 
(2007).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8, 34-41. 

  

20 News for China’s Cadre 
L. Erwin Atwood and N. Lin: Cankao 
Xiaoxi 

  
21 Imagistic Rhetoric as Cultural Instrument Xin-an Lu: Dazhai   
22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Economic Review 
1980-1989 

Jinguo Shen   

23 
How Yugong Moved the Mountain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ss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ingha Arvind   

24 
Exploring between the Two Worlds: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Hao Xiaoming, Xu Xiaoge   

25 
Innovation Through Intimidation: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Defamation Litigation in China 

Benjamin L. Liebman   

26 
Guiding Hand: the Role of CCP Central 
Propganda Department in the Current Era 

Anne Marie-Brady   
27 China’s Media Content under Commercialism Zhongshi Guo   

28 
Opposities Apart: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Revenues between China’s Party and Mass Appeal 
Newspapers 

Chen Huailin, Guo Zhongshi   

29 From Masses to Audiences Zhang Yong   
30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Yue Zhizhao   

31 
Yu Huang:’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rporated: the Case of Shenzhen Press Group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hin-Quan Lee,Zhou He, Yu Huang 
 

  

32 
Changes and Consistency: China’s Media Market 
after WTO Entry 

Mu Lin   

33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Yue Zhizhao, Dan Schiller   

34 
Caught in the web: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China’s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Yue Zhizhao   

35 
China, WTO and the Mass Media , what is at 
Stake? 

Colin Sparks   

36 
Guerrilla Tact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Tong Jinrong   

37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Hugo De Burgh   

38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Yue Zhizhao   

39 
News Frames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al China 

Yue Zhi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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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Fudan-LSE 全球媒介与传播”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055200c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目前仅设硕士点。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兼
备国际化视野、谙熟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人才，既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国际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国际新闻与
传播专门人才。本专业学制两年，其中第一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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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专业选修课 7 16   
 政治理论课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的基本范围：我国新闻传播科研、教学、机构的业务活动，含实地考察、访谈、
调查等。 
实践的基本形式：有指导老师和业界代教专家指导、评审其实习能力和成绩。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复旦-伦敦政经“全球媒介与传播”专业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媒介与传播理论研究和实
践问题。论文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文按照硕士论文规范以中文完成。从2014年起，按照研究生院盲审的进度进行准
备，接受抽检和送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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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新闻业务工作； 
（3）具备较强的英语综合能力； 
（4）能够完成实习阶段的国际新闻业务工作要求。 

 

六、 学习年限  

 本专业为硕士层次，培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和应用人才，学制两年，第一年在英
国伦敦政经学院学习，第二年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七、 其他  

 

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安排实习。实习安排根据学生意愿主要为英文媒体与外资广告/
营销公司两种类型，为此学院对其实习的设计和组织主要通过提供英文《上海日报》、
上海电视台英语频道、阳狮集团等三家机构作为选择，学生确定意向之后组织推荐
和接洽工作，由这些机构最终确定实习人选。学生亦可按照新闻学院提供的实习机
会开展实习、或者自行选择和联系实习单位；我院教师亦提供一些个人资源供其选
择。实习时间通常安排在每年12月份至次年4月份。实习结束需提供实习机构的证明
和评价。学分为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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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巴黎政大
“传播与媒介”

“全球媒介与传播双硕士项目”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英国伦
敦政经学院（LSE）合作的双学位硕士项目，本项目的目标是
整合两所名校、两座名城的资源，培养有志于从事与中国和亚
洲相关工作的传媒专业中国学生。 
合作模式为：学制两年，第一年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学习，第

组织专业教师团队授
课、指导，主要人员包
括： 
孙少晶（教授）、洪兵
（副教授）、周葆华（副

 

173



·174· 

二年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学术独立，学位关联。教授）、阳歌（副教授）、
沈国麟（副教授）、徐
佳（副教授）、刘景芳
（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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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34 
Methods of Research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5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J620003 中国的传播学调查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J620004 

中国新闻的历史、理论
和实践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3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8 毕业论文：媒介与传播新闻学院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20035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Journalism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6 
Global Media 
Industr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7 
Media、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8 
Represent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39 

Globalisation、
Conflict and 
Post-Totalitarianis
m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0 
Perspectives on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1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2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3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 
Strategic Approach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4 
Media Law: 
Regulating 
Newsgather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5 
Globalising 
Sexuality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46 
Psycho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59 专硕专业英语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18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
媒介与政治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4 
Identity、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Med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6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30047 
Conflict and 
State-Building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8 
The Audience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49 
New Media、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0 
New Media、
Information and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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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ystems 

JOUR630051 
Current Issu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2 

Screening the 
present: 
contemporary cinema 
and cultural 
critiqu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3 
Cit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 Asi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4 
Knowledge、Networks 
and Collaborative 
Work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30057 
中国独立影像和微影
像传播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20008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China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3 
Communicating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4 
新媒介与社会：理论前
沿与中国经验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05 
Applied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15 Cyberlaw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16 Urban Ethnography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17 

Film Theory and World 
Cinem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18 
Mediated Resistance 
and Citizens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19 
Digital Media 
Futur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0 
Business and 
Organisational 
Ethic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1 
World Politics: 
Sovereignty Rights 
and Global Order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2 RHETORIC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3 

RESEARCH TUTORIALS 
IN DIGITAL STUDI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4 
CHINA'S IMAG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5 
ACCOMPAGNER LE 
CHANGEMENT PAR 
LA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6 
BRAND DIGITAL AND 
CREATIVES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7 Zumba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8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29 
The Audience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30 
Screening the 
Present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SE630037 信息视觉化与设计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SE630038 中国当代艺术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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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 of Modern Native Press in China 
In Y. P. Wang (1924).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2 The Power of Print in the Late Qing: The Rise Judge，J.(1996).Print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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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olitical Pres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The Journalist in China: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inspiration 

HUGO DE BURGH   
4 Mass Media in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Failed Gary. B. Wilson   

5 
Mas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Media roles reconsidered 

Lee, Paul Siu-nam 
 
 

  

6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Spence, Jonathan D. 1999. New York: 
W. W. Norton.   

  

7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1954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Fairbank, John King. 1958.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9 Red Star over China. 

Snow, Edgar. 1978 
New York: Grove Press.  (Fudan U. 
Library call number 
 

  

10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
s May Fourth Project 

Dolezelova-Velingerova, Milena and 
Oldrich Kral, eds. 20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sherick, Joseph W.,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sou, Tang. 1986.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ittmer, Lowell and Samuel S. Kim, 
eds. 1993. 
 

  

15 
Motivation for luxury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metropolitan city in China. 

Wang, Y., Sun, S., & Song, Y. (2010)
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 
 

  

16 
An Analysis of Tzu Chi’s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 on Body Donation. 

Chen, G., & Chou, D. (2008) 
China Media Research, 4, 56-61 
 

  

17 
Evaluating the Social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Four-Year "Love Teeth Day" 
Campaign in China 

Bian, J. Y., Zhang, B. X., & Rong, 
W. S. (1995) 
Advances in Dental Research, 9, 
130-133. 
 
 

  

18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competenc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Griffith, D. A. (2002).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7, 
256-265 
 

  

19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hin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tudy. 

Goodman, M. B., & Wang, J. 
(2007).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8, 34-41. 

  

20 News for China’s Cadre 
L. Erwin Atwood and N. Lin: Cankao 
Xiaoxi 

  
21 Imagistic Rhetoric as Cultural Instrument Xin-an Lu: Dazhai   
22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Economic Review 
1980-1989 

Jinguo Shen   

23 
How Yugong Moved the Mountain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ss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Singha Arv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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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24 
Exploring between the Two Worlds: China’s 
Journalism Education 

Hao Xiaoming, Xu Xiaoge   

25 
Innovation Through Intimidation: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Defamation Litigation in China 

Benjamin L. Liebman   

26 
Guiding Hand: the Role of CCP Central 
Propganda Department in the Current Era 

Anne Marie-Brady   
27 China’s Media Content under Commercialism Zhongshi Guo   

28 
Opposities Apart: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Revenues between China’s Party and Mass Appeal 
Newspapers 

Chen Huailin, Guo Zhongshi   

29 From Masses to Audiences Zhang Yong   
30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Yue Zhizhao   

31 
Yu Huang:’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rporated: the Case of Shenzhen Press Group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hin-Quan Lee,Zhou He, Yu Huang 
 

  

32 
Changes and Consistency: China’s Media Market 
after WTO Entry 

Mu Lin   

33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Yue Zhizhao, Dan Schiller   

34 
Caught in the web: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Yue Zhizhao   

35 
China, WTO and the Mass Media , what is at 
Stake? 

Colin Sparks   

36 

Guerrilla Tactic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Tong Jinrong   

37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Hugo De Burgh   

38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Yue Zhizhao   

39 
News Frames and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al China 

Yue Zhi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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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本硕项目 专业学位） 055200d  
            
一、 培养目标  

 
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项目致力于培养适合新技术传播发展变化，具有宽阔的文理多
学科交叉视野，深刻把握新媒体传播实践变动，适合新媒体传播业界或从事新媒体
传播研究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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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专业选修课 8 1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项目学生在读期间，需参加下列实践培养环节 
专业实习（4学分）：新媒体业界实习（不少于4个月） 
新媒体传播案例研究（1学分）：在读期间，需围绕新媒体传播发展，通过文献研究、
深度访 
谈、田野考察等方法，完成一项新媒体传播案例研究 
海外参访（1学分）：赴海外参加高水平大学的新媒体传播相关课程短训及业界参访，
并与对方交流对于新媒体传播特点、趋势的理解、新媒体传播的学习经验等，考察
后要求上交研修报告一份，着重考察交流学习的收获、进一步学习的计划、以及对
目前课程和教学计划的发展建议等。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应在专硕第一年下学期期末结束前完成开题，并利用一年
时间完成； 
（2）学位论文/毕业设计须与新媒体传播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新闻传播及
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新媒体传播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3）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可在开题时选择以下方式之一：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案
例分析、作品方案； 
（4）研究论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必须紧密围绕新媒体传播的前沿问题，问题意识
需明确，切口要小；应采用经验研究路径（内容/文本分析、调查、访谈、观察等）；
鼓励学生在开题后结合实习收集一手资料，在一手资料的整理、分析基础上完成本
论文； 
（5）调研报告、案例分析、作品方案的基本要求是：围绕新媒体传播的前沿实践，
基于实地调研、量化或质化分析，形成研究报告，可以是新媒体用户行为调研、新
媒体机构或产品案例分析、新媒体市场分析、新媒体舆情分析、新媒体产品策划方
案等； 
（6）学位论文/毕业设计的评审、答辩委员由新闻传播专业专家、其他专业专家、
以及新媒体传播业界导师共同构成。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应在专硕第一年下学期期末结束前完成开题，并利用一年
时间完成； 
（2）学位论文/毕业设计须与新媒体传播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新闻传播及
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新媒体传播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3）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可在开题时选择以下方式之一：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案
例分析、作品方案； 
（4）研究论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必须紧密围绕新媒体传播的前沿问题，问题意识
需明确，切口要小；应采用经验研究路径（内容/文本分析、调查、访谈、观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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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在开题后结合实习收集一手资料，在一手资料的整理、分析基础上完成本
论文； 
（5）调研报告、案例分析、作品方案的基本要求是：围绕新媒体传播的前沿实践，
基于实地调研、量化或质化分析，形成研究报告，可以是新媒体用户行为调研、新
媒体机构或产品案例分析、新媒体市场分析、新媒体舆情分析、新媒体产品策划方
案等； 
（6）学位论文/毕业设计的评审、答辩委员由新闻传播专业专家、其他专业专家、
以及新媒体传播业界导师共同构成。 

六、 学习年限  

 
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项目实行“3+3”的推免本硕衔接培养模式，通过选拔的重点高
校优秀本科生在其本科最后一年即纳入到专业硕士的培养体系。硕士阶段的正式学
制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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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传播方
向 

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项目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13年开设的全新专业硕士学位项目。
该项目为教育部本硕一体化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新尝试，强调
面向新媒体产业培养兼具技术基础和人文社会科学思维的复
合型人才，按照“跨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联合培养”的理念
设计课程。目前该项目实行“3+3”的推免本硕衔接培养模式，
通过选拔的重点高校优秀本科生在其本科最后一年即纳入到
专业硕士的培养体系，硕士阶段的正式学制两年。 

尹明华教授 
周葆华教授 
张殿元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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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620063 新媒体技术导论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OUR620065 新媒体传播前沿讲座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20066 新媒体传播理论 新闻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20067 新媒体传播应用编程 新闻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OUR630084 全媒体内容生产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5 数据新闻与可视化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6 

新媒体产业与经营管
理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7 数字营销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8 新媒体商业模式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89 计算新闻传播学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90 新媒体用户行为分析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91 网络数据挖掘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JOUR630092 

新媒体传播前沿工作
坊 

新闻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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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Media and Society SSCI期刊 必读  
2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SCI期刊 必读  

3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SSCI期刊 选读  
4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SSCI期刊 选读  
5 网络社会的崛起 卡斯特 必读  
6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 必读  
7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梅罗维茨 必读  
8 大数据时代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必读  
9 网络、群体与市场 伊斯利、克莱因伯格 选读  
10 长尾理论 安德森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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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知盈余 克莱•舍基 选读  
12 未来是湿的 克莱•舍基 选读  
13 失控 凯文•凯利 选读  
14 科技想要什么 凯文•凯利 选读  
15 信息方式 波斯特 选读  
16 网络共和国 桑斯坦 选读  
17 信息乌托邦 桑斯坦 选读  
18 技术垄断 波兹曼 选读  
19 总开关 吴修铭 选读  
20 删除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选读  
21 融合文化 詹金斯 选读  
22 新媒体事件研究 邱林川、陈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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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知
识和突出专业技能、具有较强适应性的高层次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
其是满足高校、研究机构、档案馆、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务机关的需要，
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之掌握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毕业生应
该具有独立承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门业务、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必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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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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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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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本科专业课助教，并讲授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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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 
能够组织起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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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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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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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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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土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
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
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
行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
动态作一说明。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5千字。硕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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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运用一门
外语查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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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课题的选题，参加省市、部委级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后期检验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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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土学位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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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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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01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9 中国史学史名著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17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史料学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07 中国史学导论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08 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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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26 中国历史文献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3 

当代国外史学理论前
沿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4 
西方史学理论名著导
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5 世界史专题讲座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6 西方古典史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70 公众史学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20064 宋元、明儒学案精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0 历史认识论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2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5 东亚史学汉籍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4 汉唐文化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7 文艺复兴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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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630052 东西文化交流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62 历史叙述学导论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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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30094 文化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95 比较文明学概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96 

欧洲中世纪史学史专
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7 美国史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8 

全球史——中国与世
界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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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何兆武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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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的历史文献学专业知识和突
出专业技能、具有较强适应性的高层次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满
足高校、研究机构、档案馆、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务机关的需要，在历史
文献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掌握
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
担历史文献学专门业务、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必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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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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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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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本科专业课助教，
并讲授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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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 
能够组织起历史文献学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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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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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献
资料，了解国内外对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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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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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土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
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
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
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历史文献学学术动态作一
说明。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5千字。硕土学位论文应
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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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历史文献学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运用一门外语查
阅历史文献学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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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课题的选题，参加省市、部委级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后期检验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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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土学位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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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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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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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186·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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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01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39 中国古代史专题（上）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0 中国古代史专题（下）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1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上）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2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下）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15 中国方志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26 中国历史文献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30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6 历史文献学专题讲座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7 中古知识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05 东亚史学汉籍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8 汉唐文献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9 梵文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9 中国出版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0 明清地方文献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2 

中国区域经济开发史
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0 社科文献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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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朱维铮、姜义华 选读  
2 晚清地理学在中国 邹振环 选读  
3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王振忠 选读  
4 港口与腹地 戴鞍钢 选读  
5 郭松焘使西记六种 王立诚 选读  
6 方志学新论 巴兆祥 选读  
7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编辑部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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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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的专门史专业知识和突出专
业技能、具有较强适应性的高层次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满足高
校、研究机构、档案馆、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务机关的需要，在专门史专
业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掌握本专业特
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担专门史
专门业务、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必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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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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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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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本科专业课助教，并讲授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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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 
能够组织起专门史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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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参加学术报告不少于6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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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专门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资料，
了解国内外对于专门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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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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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土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
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专门史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
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流
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专门史学术动态作一说明。硕
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5千字。硕土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
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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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专门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运用一门外语查阅专
门史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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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课题的选题，参加省市、部委级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后期检验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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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土学位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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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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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平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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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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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01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39 中国古代史专题（上）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0 中国古代史专题（下）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1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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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HIST620042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下）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07 中国史学导论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11 中国学术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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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17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史料学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7 中古知识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20048 

中国文化史要籍选读
（上）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9 
中国文化史要籍选读
（下）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8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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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72 

学术史研究：文献与方
法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20076 中国绘画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20078 明清史基本文献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HIST620064 宋元、明儒学案精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7 古文字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9 梵文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0 非华土佛教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1 中国近世学术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8 佛学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54 巴利文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59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78 医学文化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98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99 清代汉学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0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1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
选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20 先秦思想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30130 社科文献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4 清代思想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7 唐宋学术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8 

全球史——中国与世
界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9 中国宗教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0 晚清书籍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1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2 海外宋学研究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6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61 

海交史视野下的古代
中日交流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62 
中国佛教史专题研究
（中文）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63 中古城市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71 中外边疆行纪讲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72 

历代碑帖文献与文史
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73 
《汉书艺文志》与学术
源流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74 政治文化史研究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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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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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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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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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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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基本文献和典籍 中华书局等。 必读  
2 中国近现代典籍和文人文集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 必读  
3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编辑部 必读  
4 中研院近史所集刊 台湾近史所 必读  
5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朱维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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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知识和突
出专业技能、具有较强适应性的高层次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满
足高校、研究机构、档案馆、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务机关的需要，在中国
古代史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掌握
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
担中国古代史专门业务、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必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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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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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本科专业课助教，并讲授部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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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的评论文章。能够参加国
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能够组织起中国古代史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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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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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献
资料，了解国内外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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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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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土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
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
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
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中国古代史学术动态作一
说明。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5千字。硕土学位论文应
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中国古代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运用一门外语查
阅中国古代史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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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课题的选题，参加省市、部委级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后期检验标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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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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土学位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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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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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昇教授博导 
姚大力教授博导 
钱文忠副教授 
余欣副教授 

 

192



·193·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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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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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01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9 中国史学史名著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39 中国古代史专题（上）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0 中国古代史专题（下）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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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26 中国历史文献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7 中古知识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20050 古代史专题讲座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0 先秦文化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1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2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
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3 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4 宋元、明儒学案精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9 宋代政治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05 东亚史学汉籍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7 古文字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8 汉唐文献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4 汉唐文化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5 敦煌文献与敦煌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6 《说文解字》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9 中国出版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0 明清地方文献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22 
中国区域经济开发史
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3 
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
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86 
中国古代经济政策思
想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2 
西方中国史研究文献
讲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3 古文字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6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7 宋元史目录概说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20 先秦思想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30122 

西方的中国宗教研究
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30 社科文献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4 清代思想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2 海外宋学研究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7 《三国志》与三国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8 

日本中国史研究文献
精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9 魏晋南北朝石刻史料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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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HIST630160 秦汉行政制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64 伊利汗国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30181 中国宗教和仪式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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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史基本文献和典籍 中华书局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必读  
2 历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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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和
突出专业技能、具有较强适应性的高层次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
满足高校、研究机构、档案馆、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务机关的需要，在中
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
掌握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
立承担中国近现代史专门业务、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必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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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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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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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本科专业课助教，并讲授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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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 
能够组织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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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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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基本文
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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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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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土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
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
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
行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动态
作一说明。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5千字。硕土学位论
文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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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运用一门外语
查阅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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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课题的选题，参加省市、部委级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后期检验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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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土学位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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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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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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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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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01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1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上）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2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下）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27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
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
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30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31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51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讲
座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68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77 晚清政治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12 
中国近现代思想与人
物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13 当代新儒家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5 

中国近现代外债史研
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6 
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研
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7 中美关系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8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
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29 中国近现代城市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0 民国外交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1 

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
与妇女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2 
近代中国社会性别与
妇女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3 抗日战争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5 国外近现代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75 中英关系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76 国际关系史理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77 中日关系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079 中国近代商人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83 民国政治制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87 民国政治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22 

西方的中国宗教研究
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HIST630130 社科文献学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1 

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
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2 
中国近代金融人物群
体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3 近代中国留学生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2 

共和国史英语著作选
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3 社会性别史研究导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8 

全球史——中国与世
界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0 晚清书籍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1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5 

消费史：从18世纪的英
国到21世纪的中国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6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75 

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
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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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630176 
先秦诸子与近现代中
国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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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必读  
3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必读  
4 MODERN  CHINA   USA 必读  
5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系列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6 剑桥中国史系列 费正清等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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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历史与文化”全英文学位项目） 060206a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全英文硕士授课项目，通过专业学习旨在培养学生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理
论和实践的认识，使学生具备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题的一定分析能力，培养精
通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国际交流合作人才。本学位项目对于不通中文的留学生提供了
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窗口。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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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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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两年，按规定修完31个学分，其中包括完成一篇用英语撰写的2万字以上学位论
文。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用英文专业，必须是独立完成。 
2、选题必须通过开题报告阶段。 
3、论题具有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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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 
6、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7、字数不少于2万字。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无。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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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历史文
化) 

用跨学科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涉及历史学、社会学、
人类学、传播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充分探讨挖掘近代中
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中国如何近代化历程，国
家变革中的民生和政权关系，基本体现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国
家与民族文化面貌，增强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世的了解，以及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文化交流与互动。为留学生充分了解中
国基本国情打下基础，为今后的其他深入研究和促进中外进一
步交流打开通道。 

王立诚教授博导 
司佳副教授 
孙青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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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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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C620009 
留学生综合汉语（初
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10 
留学生综合汉语（中
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11 
留学生综合汉语（高
级）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6 初级汉语（历史学）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7 中级汉语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8 高级汉语（历史学） 历史学系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H620001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2 

近代中国外交研究
（1840-1980）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3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别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4 西方人在中国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5 中国艺术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9 中国文化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10 古代文明研究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30001 
古代中西宗教比较研
究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30002 中国医学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30003 中国佛教史（全英文）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30004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
旅游开发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H630005 上海史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H630006 中国宗教文化与社会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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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A New History. 
Fairbank, John K. and Merle Goldma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ompulsory 

 

2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C.K.Ya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rpt. Taipei: SMC 
publishing, 1994 

Compulsory  

3 Art in China 
Craig Clunas 
Oxford, 2009 

Compulsory  

4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nth 
Printing 2007 

Compulsory  

5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Arthur Wright 
Stanford, 1959 

Compulsory  
6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D. E. Mungello Compulsory  
7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20th Century 

Lu, Hancha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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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15, 
Late Q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hn K. Fairband and oth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1991 

Compulsory  

9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Jonathan Spence 
New York: Norton, 1999 

Compulsory  

10 
The Ritual Lament in Greek Tradition, second 
edition 

Alexiou, Margaret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Compulsory  

11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 ed 
Chang, K. 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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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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的世界史专业知识和突出专
业技能、具有较强适应性的高层次人才。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满足高
校、研究机构、档案馆、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务机关的需要，在世界史专
业的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掌握本专业特
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担世界史
专门业务、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 
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必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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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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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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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本科专业课助教，并讲授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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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的评论文章。 
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 
能够组织起世界史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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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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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世界史专业的基本文献资料，
了解国内外对于世界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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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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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土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
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世界史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
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流
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世界史学术动态作一说明。硕
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5千字。硕土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
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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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了解世界史专业史料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历史典籍，运用一门外语查阅世
界史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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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课题的选题，参加省市、部委级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 
后期检验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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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土学位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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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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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01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6 西方史学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8 外国史学名著导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9 中国史学史名著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HIST620004 世界上古中古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05 世界近现代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45 世界史专题讲座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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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20067 西方古典学导论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74 

古代西亚文献导读
（上）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75 
古代西亚文献导读
（下） 

历史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20079 东亚近现代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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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HIST620066 西方古典史学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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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HIST630001 古典文明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04 日本西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6 犹太文化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7 文艺复兴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39 日本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0 日本史文献选读 历史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1 南亚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4 日本外交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45 美国史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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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30050 埃及学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51 象形文字入门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55 美国外交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67 资本主义文化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70 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82 韩国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089 

日本现当代政治经济
体制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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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630096 

欧洲中世纪史学史专
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8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导
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09 
西欧中世纪经济社会
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11 英国史专题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12 

近现代日本史史料选
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13 近现代韩国史料选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14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
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15 韩美关系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16 低地国家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5 法国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6 西方古代晚期专题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7 美国史学史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HIST630138 古希腊神话研究 历史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39 古希腊宗教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0 西方基督教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1 

法国近代思想史名著
导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4 欧亚现代化比较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5 日本近代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6 欧洲近代早期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48 

全球史——中国与世
界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3 基督教史研究入门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54 历史人类学导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65 科学史导论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30166 法语历史学文献选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30167 日本中世纪文献选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HIST630168 
日本近现代学术思想
史专题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204



·205· 

HIST630169 
日本德川时代史料导
读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HIST630170 
日本德川时代思想文
化史研究 

历史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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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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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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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主义 萨义德 选读  
6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选读  
7 The new Cambridge Modetn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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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掌握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
语（一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教学和宣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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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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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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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并讲授两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
期刊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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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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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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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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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b 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c 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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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哲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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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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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基本理论 

主要研究唯物史观、辩证法、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生存论、政
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理论、资本主义批判等。 

吴晓明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王金林教授博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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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王金林教授博导 
 

 

3 
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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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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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明教授博导 
冯 平教授博导 
王德峰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郑召利教授博导 
 

 

5 
马克思早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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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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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林教授博导 
吴 猛副教授 

 

6 
唯物史观与现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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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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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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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及其思想研究，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传统的关系，“马克思学”研究。 

王金林教授博导 
邹诗鹏教授博导 
吴 猛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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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56 价值论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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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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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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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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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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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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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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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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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 0101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对
中国哲学的特点与发展有一定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有所认识，具有一定的
独立研究能力，包括古汉语阅读和一定的目录学、训诂学、版本学知识以及与专业
要求相称的外语能力，可以从事中国哲学史方面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专业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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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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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间必须经过一定的古汉语和小学方面的阅读训练； 
（2）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并授课两次； 
（3）可安排担任本科生辅导员； 
（4）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训练，争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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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班上作四次系统的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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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作为评分依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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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尽量选前人
较少研究或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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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必须建立在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并有自己明确的观点； 
（4）引证材料要可靠，文章结构要完整，思路要清晰，语言流畅； 
（5）论文字数要在三万字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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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b 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c 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一般的哲学理论思维能力； 
（2）具有阅读古汉语文献的能力； 
（3）能独立写作专业学术论文； 
（4）掌握符合本专业要求的外语能力；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给本科生上本专业范围内的课程。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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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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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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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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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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77 儒家心性论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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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67 
先秦哲学I（儒家与法
家）(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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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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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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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830040 《韩非子》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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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213· 

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全英文学位项目） 010102b  
            
一、 培养目标  

 

This program is aimed to offer opportunities of learning Chinese and studying 
Chinese philosophy to overseas postgraduates or college juniors and seniors 
who have not yet been able to master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these programs offer courses on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courses in English at Fudan University.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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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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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need to study hard and finish all required courses before the fourth 
semester (the fourth semester will not be allowed to choose any courses in 
the system) and attend at least 6 academic lectures.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Students will start to prepare their degree thes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rd 
semester. Thesis proposal will be discussed before the end of Semester and 
Mid-term check will finish before Christm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semester (which is the final semester), Students must have finished 
approximately 70% of the total and will finish the first-edition of their 
final thesis before April 1st. Final thesis defense will be finished before 
May 31st. 
Degree thesis requires at least 30,000 English words for the paper and 5,000 
words in Chinese as Chinese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is also required).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To have generally idea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lso is capabl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studies. Students also need to learn en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of professional use 

 

六、 学习年限  
 2-year Study Period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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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o focu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western 
thought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ideas, 
which provide much wider images and 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白彤东教授博导 
魏明德教授博导 
李天纲教授博导 
林宏星教授博导 
郭晓东教授博导 
刘宇光副教授 
张子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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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清华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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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C620001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2 

Integrated 
Chinese:Spoken 
Chinese and Reading 
and Writing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3 专业汉语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5 汉语口语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6 初级汉语（历史学）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7 中级汉语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8 高级汉语（历史学）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5 Basic Chinese I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6 Basic Chinese II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7 Advanced Chines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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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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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PHIL630075 
佛教哲学概論（全英
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Z630001 宋明理学（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3 经学史研究（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Z630002 
中国灵修传统研究（全
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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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5 
中国哲学专题（全英
文）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6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全
英文）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7 魏晋玄学 哲学学院 3 5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8 宋明理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9 

古代中国哲学的结构
性修辞 (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14 
中国古典美学专题（全
英文）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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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2) Lau, D. C. (tr.) (2002) Confucius: The 
Analects (paperback bilingual edition). 
3) Lau, D. C. (tr.) (2003), Mencius (revised 
and bilingual edition).   
4) Burton Watson (tr.) (1964) 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5) Palmer, Martin et al. (trs.) (1996), The 
Book of Chuang Tzu.  
6) Bai, Tongdong (2012), China: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Kingdom.  

1) Princeton U. Press, 1969.  
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4)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  
5) London, Penguin 
6) London: Z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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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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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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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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根据需要担任助教、助管或学术秘书；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担任本科生辅导员；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加社会调查或其他教学及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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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参加专题讨论班4次，并做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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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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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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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要在三万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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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b 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c 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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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哲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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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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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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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晖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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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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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汝伦教授博导 
孙向晨教授博导 
林 晖教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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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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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宗教哲学 
主要研究西方自古以来的西方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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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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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行福教授博导 

 

            
216



·217·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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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06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0 西方哲学断代史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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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22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23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24 当代外国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27 模态逻辑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8 基督教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1 科学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0 

现代西方哲学专业英
语文献汉译训练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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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10 西方社会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1 启蒙哲学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2 古希腊哲学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3 现象学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4 形而上学史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5 福柯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7 

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导
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18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
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19 政治哲学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20 当代法国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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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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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55 语言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6 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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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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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59 分配正义论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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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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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71 
实用主义哲学专题研
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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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82 
维特根斯坦哲学原著
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83 心智哲学原著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1 西方近代哲学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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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630102 教育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6 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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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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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112 德国浪漫派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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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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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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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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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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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关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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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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010104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学习逻辑学专业及相关专业的课程，掌握逻辑学的专门知识，尤其是全面
深入地掌握一阶逻辑的内容、思想和方法。了解逻辑学，尤其是现代逻辑学思想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同时理解逻辑学与哲学、数学和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的密切联系。
具有较强的推理演算能力。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本专业文献。培养求实严谨的学
术作风和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同时还要锻炼强健的体魄和精准的思维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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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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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讲授两次以上。 
2．每位硕士生必须每学期提交读书笔记一篇以上，由导师指定阅读书目。 
3．第一，第二年每年提交学年论文一篇，综述逻辑学发展史上某一重大问题的提出、
争论和解决的过程，并能给予适当的评价。要求论述准确，理解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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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结合逻辑学发展的现状和中国逻辑学研究的实情，应有利于加深和巩固对
基础知识的理解；有利于今后在本领域进一步的学习和深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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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由研究生本人
独立完成。 
3．论文要求对所涉及的逻辑学问题理解准确，把握深刻。要求能有自己的新见解或
者独到的评价。 
4．论文要求材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述准确，观点鲜明。 
5．论文写作不应少于两个学期。 
6．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1）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2）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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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3）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熟练、全面掌握一阶逻辑的内容和方法；同时能准确把握现代逻辑学发展的方向，
以及目前国内外研究的基本现状；能独立开展逻辑学的历史和相关哲学问题的研究；
能运用一门以上外语阅读本专业资料；能够胜任本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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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哲学 

探讨逻辑研究中所产生的哲学问题，考察有关逻辑的形而上学
问题、逻辑的认识论地位，以及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等
等。本方向将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句连结词、语句字母、量词、
变项、个体常项、有效性概念、真理、逻辑真理等基本概念，
从而加深学生对逻辑与哲学的理解。 

邵强进教授 
郝兆宽教授 

 

2 现代逻辑 

主要研究与弗雷格所确立的符号逻辑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它
的思想方法和形式技术。我们尤其重视全面深刻理解一阶逻辑
的语形和语意。还将研究集合论、模型论等数理逻辑分支的重
大问题以及新进展。 

郝兆宽教授  

3 中外逻辑史 

探讨中外历史上有关逻辑思想各阶段的发展状况，分析中国先
秦名辩学、印度因明学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各自的产生背
景、发展阶段及其一般特征，考察现代西方数理逻辑发展的历
史源承以及东西方逻辑思想的同异比较。本方向将加深学生对
逻辑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理解。 

邵强进教授  

4 应用逻辑 
探讨逻辑在其它学科研究、发展中的应用，涉及批判性思维、
模态逻辑、道义逻辑、优先逻辑与法律逻辑等多个主题，本方
向将加深学生对逻辑系统、逻辑方法的运用与理解。 

邵强进教授 
陈 伟副教授 

 

5 数学哲学 

主要学习和研究弗雷格以后的数学哲学领域的各派思想和观
点。研究重点在弗雷格、戴德金和哥德尔所主张的实在论观点，
主要探讨：实在论的思想历史和渊源对数学的影响，实在论自
身的困难，实在论与各派反实在论思想的争论。 

郝兆宽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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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48 一阶逻辑（一） 哲学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49 一阶逻辑（二） 哲学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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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25 逻辑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46 集合论 哲学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3 现代逻辑专题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4 逻辑史（一）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5 逻辑史（二）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1 科学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9 因明学研究（一）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80 因明学研究（二）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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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620081 因明原著导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82 非形式逻辑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7 法律逻辑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20027 模态逻辑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5 弗雷格原典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28 应用逻辑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8 模型论导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084 《逻辑哲学论》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8 先秦逻辑史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9 形式逻辑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0 可计算性理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1 数学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5 
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科恩《拯救正义与
平等》导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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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必读 
2 数理逻辑引论王宪钧必读 
3 数理逻辑的思想与方法昂扬必读 
4 数理哲学导论罗素必读 
5 中国逻辑学会增刊 必读 
6 人大复印资料逻辑学 必读 
7 工具论亚里士多德选读 
8 西方哲学史梯利选读 
9 从逻辑的观点看奎因选读 
10 证明与反驳拉卡托斯选读 

商务印书馆出版   

2 

11 古今数学思想克莱因选读 
12 模态逻辑周北海选读 
13 素朴集合论刘壮虎选读 
14 对逻辑的思考斯蒂芬.里德选读 
15 数学哲学商务印书馆选读 
16 语言哲学陈嘉映选读 
17 逻辑哲学苏珊.哈克选读 
18 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选读 
19 佛家逻辑通论郑伟宏选读 
20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侯世达选读 

商务印书馆出版   

3 

21 逻辑基础王路选读 
22 元数学导论 S.C.克林选读 
23 算术基础弗雷格选读 
24 中国古名家言伍非百选读 
25 墨子间诂孙诒让选读 
26 先秦名学史胡适选读 
27 先秦逻辑史温公颐选读 
28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选读 
29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Logic Jon Barwise 
选读 
30 Logic For Mathematicians Hamilton 选读 

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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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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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外伦理学的历史
与现状，了解当代伦理学的前言问题和最新发展，有良好的理论素养，高尚的道德
品质，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政治思想工作能力，熟练运用一门外语，能够独立从
事学术研究，胜任教学、科研、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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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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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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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根据需要担任助教、助管或学术秘书；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担任本科生辅导员；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加社会调查或其他教学及学术活动。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必须参加专题讨论班4次，并做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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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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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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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要在三万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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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哲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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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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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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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08 伦理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2 经济学与管理学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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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29 应用伦理学概论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1 西方伦理学史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6 价值论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9 

元伦理学（分析伦理
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0 企业伦理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6 中外企业伦理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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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19 政治哲学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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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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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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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85 德性伦理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86 公正理论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2 文化、制度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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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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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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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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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相关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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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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 010106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以下四个特点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1) 学术基础扎实：掌握中西美学的基本理论，熟悉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历史，关注
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前沿问题和最新进展。 
(2) 审美维度突出：有开阔的美学视野和良好的审美修养，具有对审美和艺术问题
进行深入哲学思考的能力。 
(3) 艺术分析深入：熟悉艺术门类，对当前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事件等展
开深入的阐发、鉴赏、以及批评。 
(4) 现实关注强烈：注重对时代精神与生存境遇的思考，并将这些思考同诸多艺术
现象和艺术事件结合起来，以探究由艺术所透露出的人类精神与生存状态的新的可
能。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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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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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 
本专业要求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进行教学实践和社会调查方面的实践。基本要求是：
通过教学实践锻炼学生的思维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沟通交流能力；通过对
相关艺术现象和艺术事件展开社会调查，提升学生对于材料的收集和分析能力，对
于理论的运用和发挥能力。这两项社会实践有助于在整体上提升学生从事理论研究
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工作考核采取质量兼顾的标准，考核由指导老师负责，并由学
科点审核。 
（二）学术活动 
本专业要求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做学术报告平均每学年不低于一次，参加学术报
告、前沿讲座平均每学期不低于两次，并且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期专题讨论班。考核
采取质量兼顾的标准，考核由指导老师负责，并由学科点审核。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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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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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要在三万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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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b 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c 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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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哲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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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其他  

 

1、专业特点 
本专业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 哲学底蕴深厚：对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哲学各二级学科特别是马克思哲学、中国
哲学、外国哲学的思想脉络有充分的了解，善于从中汲取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 
(2) 理论视野多元：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考察涉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因此本专业
研究注重采取多元的理论视野。 
(3) 批判考察显著；本专业从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出发，探究其内涵、
实质以及发展的可能和条件。 
(4) 作品阐释独到：作品是艺术和审美问题中的公开线索，本专业紧紧把握这条线
索，将独到的作品阐释当作面向事情本身的基本进路。 
2、社会服务 
本专业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如下三个方面的服务。 
(1) 培养美学研究方面的高质量、高层次学术人才。 
(2) 培养具有美学修养和哲学素养的艺术工作者。 
(3) 繁荣和发展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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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内容：西方美学史。 
特色：以问题为线索、以人物为抓手，梳理西方美学在历史上
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分析西方美学的结构特征以及它们与其
他人文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意义：在掌握西方美学的思想脉络和流派观点的基础上，对相
关美学问题进行发掘和研究。 

王德峰教授博导 
袁 新副教授 
孙 斌副教授 

 

2 艺术哲学 

主要研究内容：艺术哲学的问题与谱系。 
特色：在对艺术问题进行哲学透视的基础上，考察艺术的多重
身份以及它们在人类生存方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并注重在考察
中结合时代精神状况和中国艺术思想传统。 
意义：在多元而灵活的学术视野中，将各门艺术本身的特征和
哲学性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王德峰教授博导 
袁 新副教授 
孙 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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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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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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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84 
美学及艺术哲学原著
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83 西方美学史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85 当代西方艺术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Z630002 
中国灵修传统研究（全
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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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112 德国浪漫派哲学传统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4 

中国古典美学专题（全
英文）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18 中国诗论与词论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9 黑格尔美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20 海德格尔美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21 康德美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22 符号论美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23 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24 分析美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25 现象学、解释学美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PHIL630126 批判理论美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30 中西艺术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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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对话集》 
《诗学》 
《判断力批判》 
《美学》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美学原理》 
《艺术哲学》 
《林中路》 
《艺术即经验》 
《关于美学的讲演》 
《美学理论》 
《情感与形式》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 
克罗齐 
丹纳 
海德格尔 
杜威 
维特根斯坦 
阿多诺 
朗格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2 

《审美经验现象学》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文心雕龙》 
《沧浪诗话》 
《白雨斋词话》 
《人间词话》 
《歌德谈话录》 
《审美教育书简》 
《艺术哲学》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悲剧的诞生》 
《笑》 

杜夫海纳 
耀斯 
刘勰 
严羽 
陈廷焯 
王国维 
歌德 
席勒 
谢林 
叔本华 
尼采 
柏格森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必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3 《美感》 桑塔耶拿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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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审美特性》 
《审美之维》 
《真理与方法》 
《文学行动》 
《眼与心》 

贝尔 
卢卡奇 
马尔库塞 
伽达默尔 
德里达 
梅洛·庞蒂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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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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宗教学领域内掌握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门）和计算
机工具、独立从事宗教学理论研究教学和宣传等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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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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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并讲授两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
期刊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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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硕士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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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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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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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要在三万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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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b 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c 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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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哲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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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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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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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宗教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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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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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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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09 世界宗教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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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63 明清基督教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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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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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10 宗教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2 佛教哲学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4 中国宗教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5 儒教史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6 中国基督教史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7 基督教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38 基督教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45 伊斯兰教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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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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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71 
西方宗教哲学原著选
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2 中国佛教史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8 佛教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9 因明学研究（一）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20034 古罗马宗教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PHIL620044 宗教社会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33 道教原著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34 道教史专题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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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49 儒教典籍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0 《塔木德》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1 当代天主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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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75 
佛教哲学概論（全英
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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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77 大乘佛教(全英文）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87 
梵二会议与拉纳神学
思想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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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103 宗教学古典语言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4 圣经精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5 圣经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09 摩西五经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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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127 高阶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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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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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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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期刊出版社定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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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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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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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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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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熊选读 
30 《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卓新平选读 

参看著作各条目说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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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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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中国宗教”全英文学位项目） 010107b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本项目为全英文硕士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仅招收外国
留学生）。 
 
（一）基本要求 
中国宗教英语硕士项目（EMA program of Chinese religion，缩写EMCR）面向不是
以汉语为母语的海外留学生，通过英语教学，让他们系统地掌握中国各大宗教的基
本知识，注重覆盖历史与现状，均衡理论与现实。学生通过在复旦的学习，一方面
可以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另一方面对中国宗教能有较为直观的了解，避免海外学
者中常见的“局外人”偏见，也为进一步的深造做好语言和学术上的双重准备。 
中国宗教英语硕士项目的毕业生，都应当具备汉语的初步听说读写能力，基本掌握
对中国宗教的系统知识，对某一宗教传统（儒佛道基伊等）或者宗教学的子学科（经
典阐释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具有特别的兴趣，有能力进入更高阶段
的学术学习。 
（二）专业特点 
-First and so far the only master program for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in 
English) in Mainland Chin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cademic training in Chinese religions; 
-Unique location and irreplaceable resources of field research; 
-Direct access to local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venues, and personal 
contacts with prominent religious leaders; 
-Possibilities of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Master degree issued by Fudan University (acknowledg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fter obtained the required credits and passed thesis defense.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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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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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b. 至少听5次英文学术报告，并有证明。 
c. 参加4次以上讨论班研讨，并作发言。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项目学生需提交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方能毕业及申请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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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论文由全英文写作，论文字数一般不低于30000英文字符，并需符合学术规范；
（3）论文开题时间一般为第3学期初，中期考核在第3学期末以前完成，第4学期开
学初期完成论文初稿及预答辩。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开展相关研究的能力，对中国的宗教现状及研究有一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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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学制2年，只招收外国留学生（采用全英文授课）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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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To focu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western and 
current chinese religious studies, which provide much 
wider images and understandings about improvement of this 
area.. 

魏明德教授博导 
李天纲教授博导 
王新生教授博导 
刘宇光副教授 
朱晓红副教授 
郁喆隽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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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C620001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20002 

Integrated 
Chinese:Spoken 
Chinese and Reading 
and Writing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3 专业汉语 
中国语言文
学系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C630005 汉语口语 
中国语言文
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6 初级汉语（历史学）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7 中级汉语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H620008 高级汉语（历史学） 历史学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5 Basic Chinese I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6 Basic Chinese II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7 Advanced Chines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20001 
中国宗教与文化导论
（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20002 
中国宗教田野研究（全
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75 
佛教哲学概論（全英
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Z630003 经学史研究（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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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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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Z630002 
中国灵修传统研究（全
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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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Z630009 
古代中国哲学的结构
性修辞 (全英文)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69 梵语III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114 
中国古典美学专题（全
英文）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830043 梵语IV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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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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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2) Lau, D. C. (tr.) (2002) Confucius: The 
Analects (paperback bilingual edition). 
3) Lau, D. C. (tr.) (2003), Mencius (revised 
and bilingual edition).   
4) Burton Watson (tr.) (1964) 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5) Palmer, Martin et al. (trs.) (1996), The 
Book of Chuang Tzu.  
6) Bai, Tongdong (2012), China: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Kingdom.  

1) Princeton U. Press, 1969.  
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4)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  
5) London, Penguin 
6) London: Ze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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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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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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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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并讲授两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
期刊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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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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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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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7）评价硕士论文水平的基本标准： 
a 符合合格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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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文最低字数为3万字。 
第三，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必要部分。 
第四，对前行关键性成果有基本了解。 
第五，准确理解所引用原典和引用观点。 
第六，所引用资料翔实、准确、标注符合学术规范。 
第七，论文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第八，逻辑严谨、文字顺畅。 
b 符合良好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哲学研究的能力。 
第二，达到合格水平的基本要求。 
第三，高于合格标准的关键点：对学术界关于本课题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明确的意
识和清晰的表达。 
c 符合优秀标准的硕士论文必须： 
第一，能表现出作者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较强的探索能力。 
第二，达到良好标准的基本要求。 
第三，标志优秀水平的关键点：论证严密；对原典的理解透彻；深刻地揭示了本课
题的性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问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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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哲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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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新课。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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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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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技术哲学 

主要研究技术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方法。研究技术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与诸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技术哲学的
历史和发展、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当代技术发展对人类社
会生活的影响。 

王志伟副教授 
徐志宏副教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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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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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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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20013 科学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51 

科学与社会基本问题
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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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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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41 科学技术与社会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61 科学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3 自然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4 

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
史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75 技术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PHIL630040 管理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41 心理哲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42 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46 环境伦理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47 科学社会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55 语言哲学 哲学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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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89 科技伦理学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0 科技沟通 哲学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30091 

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
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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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106 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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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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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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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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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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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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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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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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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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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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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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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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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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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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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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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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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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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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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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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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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PHIL620022 西方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23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哲学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HIL620024 当代外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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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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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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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17 
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导
读 

哲学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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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630059 分配正义论研究 哲学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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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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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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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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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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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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系
统研究与学习，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身心健康，掌握政治学专业理论和知识，
具有较强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至少一门）和网络信息工具，独立从事政治
学理论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工作的高层次综合性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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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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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实践活动；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当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教务行政管理助理；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已向核心期
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4次系统的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
士生或本科生。 
（2）基本要求是能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晰。 
（3）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作为论据。 
（4）每位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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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讨论，讨论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学界现有
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确定前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论文
开题报告时间为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结束前两周或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开学后两
周； 
（3）论文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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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5）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材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6）论文字数要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水平； 
（7）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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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展开专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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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在职硕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二年半至
三年，在职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可酌情延长一年。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五年。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工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
的前提下，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七、 其他  

 

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导作
用。要鼓励和发挥硕士生本人的学习的积极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
的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
因材施教的同时注意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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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林尚立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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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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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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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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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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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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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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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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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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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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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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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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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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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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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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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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南 
柯文 

  

247



·248· 

《中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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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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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全英文学位项目） 030201a  
            
一、 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通晓中国政治、同时拥有多国多区域政治知识的国际人才。通过系
统地学习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治理结构，接受社会科学最新研究
方法的训练、特别是比较方法的训练，国际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各国政治的制度差异
和结构成因，并通过“中国观察世界的视野”来解读各国政治发展，具备一定的学
术和实践能力，为进入外国政府和商务部门、国家组织以及国内外智库打下坚实的
基础。同时，本项目也为进一步的学术深造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准备。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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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专业选修课 3 15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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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学分须达30学分，并满足所有学分修读要求，需通过所有课程（含重修课程），
并达到取得复旦大学学位的绩点要求； 
2. 须完成和通过毕业论文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必须参加并通过开题报告，基本要求是能够提出
问题，论述的逻辑清楚，论文框架基本成型。 
2）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参加学院组织的预答辩并通过，要求论文初稿完成。 
3）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五月参加论文答辩并通过。并且在盲审通过的基础上才能
授予学位。 
3. 毕业论文翻译后需达到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要求，但不要求毕业前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 
4. 完成学校的其他各项毕业和取得学位的要求。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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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具有理论
的重要性和实践的前沿性；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通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的审核； 
（3）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4）论文字数要在3万字左右，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5）学位论文用英文写作，但须提供约5000字的中文摘要。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比较研究方法，拥有扎实的社会科学一般方法的训练； 
（2）对中国政治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对多国多地区政治制度、文化和治理方式
也有深入了解； 
（3）能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撰写论文与咨询报告； 
（4）具有较强的调查能力、写作能力和比较研究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2 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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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理论（比
较政治） 

比较政治学 

陈明明 
臧志军 
郭定平 
刘建军 
陈周旺 
韩福国 
熊易寒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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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2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4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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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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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MAP620001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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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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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20 Public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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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02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P630004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 China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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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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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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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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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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cation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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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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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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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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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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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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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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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Politics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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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030206  
            
一、 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通过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历史知识、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伦理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研究与学习，培养品学兼
优，掌握坚实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
（一门），具有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以及高等学校教学和涉外部门工作能力的专业
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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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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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实践活动；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当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教务行政管理助理；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已向核心期
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4次系统的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
士生或本科生。 
（2）基本要求是能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晰。 
（3）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作为论据。 
（4）每位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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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讨论，讨论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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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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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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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关系领域特定课题的研究，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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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在职硕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二年半至
三年，在职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可酌情延长一年。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五年。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工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
的前提下，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七、 其他  

 

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导作
用。要鼓励和发挥硕士生本人的学习的积极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
的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
因材施教的同时注意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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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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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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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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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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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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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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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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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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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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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玉教授博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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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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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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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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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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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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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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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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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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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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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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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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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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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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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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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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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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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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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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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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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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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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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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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36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研
究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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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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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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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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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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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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与外交”全英文学位项目） 030206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国政治与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及相关课程，
培养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分析能力和掌握该方向知识领域的专业人才，从而能够在
本国或中国继续从事中国方向的理论研究或实务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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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专业选修课 3 1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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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学分须达31学分，并满足所有学分修读要求，需通过所有课程（含重修课程），
并达到取得复旦大学学位的绩点要求； 
2. 须完成和通过毕业论文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必须参加并通过开题报告，基本要求是能够提出
问题，论述的逻辑清楚，论文框架基本成型。 
2）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参加学院组织的预答辩并通过，要求论文初稿完成。 
3）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五月参加论文答辩并通过。并且在盲审通过的基础上才能
授予学位。 
3. 毕业论文翻译后需达到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要求，但不要求毕业前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 
4. 完成学校的其他各项毕业和取得学位的要求。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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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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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要在两万字左右（英文），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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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关系领域特定课题的研究，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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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两年全职学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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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和外
交 

本学位项目为留学生和部分中国学生开设，全部采取英语教
学。主要培养学生对于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使学生具备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的一定分析能力。本学
位项目对于不通中文的留学生提供了学习中国政治文化、理论
和实践的窗口。 

吴心伯教授 
沈丁立教授 
徐以骅教授 
竺乾威教授 
朱方教授 
陈志敏教授 
郭定平教授 
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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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1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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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EMAP6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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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EMAP620004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20016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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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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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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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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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院 

EMAP630002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04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 China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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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045 Basic Chines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7 Integrated Chines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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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063 
Advanced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heori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64 

Social Sciences: 
Globalisation、
Conflict and Social 
Chang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 9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65 
Social Sciences: 
Globalisation、
Culture and Media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 9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066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067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 9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068 
Evaluation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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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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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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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P630163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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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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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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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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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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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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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篇目 人民出版社   
2 《国际关系史》 王绳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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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间政治》 摩根索著   
4 《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著   
5 《权力与相互依赖》 基欧汉等著   
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E. H. Carr   
7 《无政府社会》 布尔著   
8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考克斯著   
9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10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等著   
11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著   
12 《政治哲学史》 斯特劳斯等主编   
13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4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5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16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温特著   
17 《政治的逻辑》 王沪宁等   
18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谢益显主编   
19 《霸权之后》 罗伯特•基欧汉   
20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2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22 《欧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   
23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2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2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eign   
26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foreign   
27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28 World Politics foreign   
29 《现代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30 《复旦学报》 复旦大学   
31 《复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 时事出版社   
32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 长征出版社   
33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时事出版社   
34 《宗教与美国社会》 时事出版社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篇目 人民出版社   
36 《国际关系史》 王绳祖主编   
37 《国家间政治》 摩根索著   
38 《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著   
39 《权力与相互依赖》 基欧汉等著   
40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E. H. Carr   
41 《无政府社会》 布尔著   
42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考克斯著   
43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44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等著   
45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著   
46 《政治哲学史》 斯特劳斯等主编   
47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48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49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50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温特著   
51 《政治的逻辑》 王沪宁等   
52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谢益显主编   
53 《霸权之后》 罗伯特•基欧汉   
54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55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56 《欧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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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5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5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eign   
6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foreign   
6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62 World Politics foreign   
63 《现代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64 《复旦学报》 复旦大学   
65 《复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 时事出版社   
66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 长征出版社   
67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时事出版社   
68 《宗教与美国社会》 时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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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Fudan-Sciences Po.国际事务中的欧洲与亚洲”
全英文学位项目） 030206b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以及相关课程，致力于培养既熟悉欧盟事务又
了解东亚情况，其中又相对侧重法国和中国两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专业人
士。通过二年的学习，学生可以在全球的背景中确立比较的视野，为他们从事相关
的工作或进一步的学术深造打下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专业基础。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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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6   
 专业选修课 8 31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完成学分，通过论文答辩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上就本人的研究作2次系统的
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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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硕士生必须参加至少5次前沿讲座，并且针对所参加的讲座进行书面评论。
（3）每次硕士生必须进行至少一次学术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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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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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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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关系领域特定课题的研究，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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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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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事务中的
欧洲与亚洲 

本学位项目为留学生和部分中国学生开设，全部采取英语教
学。主要培养学生对于欧盟和东亚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理论和实
践的认识，使学生具备对于欧盟和东亚问题的一定分析能力。
本学位项目对于不通中文的留学生提供了学习理论和实践的
窗口。 

吴心伯教授 
沈丁立教授 
徐以骅教授 
竺乾威教授 
朱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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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敏教授 
郭定平教授 
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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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1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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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2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4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8 Language Cours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8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9 
Europe and the 
Multipolar World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0 Policies of the EU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1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uropean Union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2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3 
Public and Private 
Law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9 16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5 Comparative Politic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9 16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7 
Politique Mondiale: 
World Politic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9 10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8 
Justice Globale et 
Developpement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9 10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19 Language Courses II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8 14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5 
Language 
Course(Chinese)(Fir
st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6 
Language 
Course(Chinese)(Sec
o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7 
Language Course 
(English)(First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8 
Language 
Course(English)(Sec
o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P620029 
Language 
Course(Japanese)(Fi
rst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0 
Language 
Course(Japanese)(Se
co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1 
Language 
Course(Spanish)(Fir
st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2 
Language 
Course(Spanish)(Sec
o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3 
Language 
Course(French) 
(First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4 
Language 
Course(French) 
(Seco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5 
Language 
Course(Arabic)(Firs
t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6 
Language 
Course(Arabic)(Seco
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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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P620039 
Citie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in 
Globalizing Tim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6 10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40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Global City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6 10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75 
Language 
Course(Korean)(Seco
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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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020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世
界秩序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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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MAC630003 专业汉语 
中国语言文学
系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0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ori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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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22 
Electronic 
Governance and China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3 
Public Management 
Theori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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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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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04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 China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15 
The EU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16 
The Law of European 
Exter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17 Career Building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其他 其他  

EMAP630021 
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
织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22 中国、欧盟与气候变化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23 
Atelier projet 
professionnel "Mé
tiers de l'Europ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25 
Enjeux 
socio-politiques du 
numériqu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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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P630026 
France’s EU Policy in 
an Union of 27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27 
Histoire de l'Inté
gration européenn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28 
Initiation à l’
entrepreneuriat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29 European Lobbying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0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 What Kind of 
Power is the EU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1 
Les migrations dans 
l'Europe élargi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P630032 

Communicating the EU 
to the World : EU’s 
Public Diplomacy in a 
Time of Chang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3 
Law of the Internal 
Market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4 
Introduction to 
Security Issues in 
Eurasia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5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6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Post-Soviet Stat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7 
Advanced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8 
Enjeux 
socio-politiques du 
numériqu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39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EU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0 
Simulation 
Codecision in the EU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2 Projet collectif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6 10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3 
The Writing of 
History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4 
EU and Russia: from 
Common Neighbourhood 
to Global Challeng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5 Basic Chines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6 
Advanced Chinese 
Chinas Diplomacy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7 Integrated Chines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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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063 
Advanced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heori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69 
Conflicts and Urban 
Change in Large 
Metropoli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70 

India and China 
Relations and 
Geo-strategic 
Dynamics in South 
Asia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71 Asian Citie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EMAP630072 Sports 国际关系与公 2 36 第一、二学 面授讲课 考试  

269



·270· 

课 共事务学院 期 

EMAP630073 
Europe and China 
Relations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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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cation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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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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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73 Cinema - Culture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174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First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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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75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Second 
Semester) 

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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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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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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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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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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谢益显主编   
2 《霸权之后》 罗伯特•基欧汉   
3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4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5 《欧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   
6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7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eign   
9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Foreign   
1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11 World Politics Foreign   
12 《现代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13 《复旦学报》 复旦大学   
14 《复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 时事出版社   
15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 长征出版社   
16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时事出版社   
17 《宗教与美国社会》 时事出版社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篇目 人民出版社   
19 《国际关系史》 王绳祖主编   
20 《国家间政治》 摩根索著   
21 《国际政治理论》 沃尔兹著   
22 《权力与相互依赖》 基欧汉等著   
23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E. H. Carr   
24 《无政府社会》 布尔著   
25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考克斯著   
26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樊勇明   
27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等著   
28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著   
29 《政治哲学史》 斯特劳斯等主编   
30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31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32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33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温特著   
34 《政治的逻辑》 王沪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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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030207  
            
一、 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通过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历史知识、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伦理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研究与学习，培养品学兼
优，掌握坚实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
（一门），具有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以及高等学校教学和涉外部门工作能力的专业
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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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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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实践活动；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当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教务行政管理助理；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已向核心期
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4次系统的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
士生或本科生。 
（2）基本要求是能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晰。 
（3）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作为论据。 
（4）每位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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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讨论，讨论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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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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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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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关系领域特定课题的研究，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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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在职硕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二年半至
三年，在职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可酌情延长一年。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五年。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工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
的前提下，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七、 其他  

 

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导作
用。要鼓励和发挥硕士生本人的学习的积极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
的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
因材施教的同时注意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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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佳灵教授博导 
俞以暄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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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玉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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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幼康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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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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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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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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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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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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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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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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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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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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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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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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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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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057 
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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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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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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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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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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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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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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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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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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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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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36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研
究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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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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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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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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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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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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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 030208  
            
一、 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通过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历史知识、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伦理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研究与学习，培养品学兼
优，掌握坚实的国际政治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
（一门），具有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以及高等学校教学和涉外部门工作能力的专业
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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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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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实践活动；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当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教务行政管理助理；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已向核心期
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4次系统的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
士生或本科生。 
（2）基本要求是能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晰。 
（3）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作为论据。 
（4）每位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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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讨论，讨论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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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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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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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际关系领域特定课题的研究，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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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在职硕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二年半至
三年，在职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可酌情延长一年。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五年。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工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
的前提下，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七、 其他  

 

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导作
用。要鼓励和发挥硕士生本人的学习的积极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
的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
因材施教的同时注意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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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秀玉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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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幼康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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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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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20002 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与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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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公共事务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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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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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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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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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POLI630010 不扩散与国际安全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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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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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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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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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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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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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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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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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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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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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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057 
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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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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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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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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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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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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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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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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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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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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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36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研
究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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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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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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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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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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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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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1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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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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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层次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经过培养，合格的毕业生
应达到下列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勤奋学习，学风端正，能够深入掌握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专业功
底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学术素养良好； 
（3）精通所修专业方向的理论和实践； 
（4）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略通第二门外语； 
（5）能够独立从事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胜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
管理工作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政管理教学和科研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本专业除非特别优秀，否则一般不鼓励提前毕业；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毕业者，最
长可延长一年毕业。延期后仍不能合格毕业者，只发结业证书。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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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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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术实践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实践活动；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当本科生专业课助教，并讲授1次；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或者教务行政管理助理；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已向核心期
刊或权威期刊投稿。 
（二）学术活动 
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4次系统的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士生或
本科生。 
基本要求是能提出问题，论述的逻辑思维清晰。 
考核以每次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作为论据。 
每位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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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参与讨论，讨论发言提纲在中期考核汇报时提交考核小组。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属学界现有
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2）论文选题确定前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论文
开题报告时间为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结束前两周或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开学后两
周； 
（3）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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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5）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材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6）论文字数要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水平； 
（7）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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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展开专业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在职硕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二年半至
三年，在职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可酌情延长一年。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五年。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工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
的前提下，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七、 其他  

 

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导作
用。要鼓励和发挥硕士生本人的学习的积极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
的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
因材施教的同时注意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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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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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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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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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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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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20038 公共政策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39 公共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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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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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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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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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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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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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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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03 危机管理 国际关系与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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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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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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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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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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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34 公共管理创新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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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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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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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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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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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研究方法 艾伦·巴比；华夏出版社，200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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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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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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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公共部门管理 
格罗弗·斯塔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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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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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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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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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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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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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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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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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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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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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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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瑟夫•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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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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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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中国政府与治理”全英文学位项目） 120401b  
            
一、 培养目标  

 

为落实“亚洲校园”项目，同时深入拓展我校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
流，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提出设立“中国政府与治理”英文授课硕士学位两年
制项目，为复旦大学实施“亚洲校园”项目提供基本的载体。该项目设立后，来华
的神户大学和高丽大学学生和非学位交流学生将在该项目展开学习；同时本项目面
向全球招生。 
 
本项目的重点是培养熟悉和了解中国公共管理问题、具备较强的学术分析与实践能
力、能够在国际组织中进行实务或研究工作、能够进一步参加博士项目学习的中国
问题专家。针对交流来华的日韩学生，培养重点为中国问题与风险管理两个方面。 
 
本项目旨在培养通晓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外籍专家，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国际化的发
展。学生通过系统学习公共管理课程和进行硕士论文研究，掌握公共管理的基本原
理，深入了解西方与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中国的政府与治理具有
全面和较深入的学理认知，具备独立开展公共管理研究的能力。通过学习，获得扎
实的学术分析与实践工作能力，为进入国内国际公共部门从事管理工作或进一步学
习奠定基础。 
 
本项目旨在培养通晓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外籍专家，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国际化的发
展。学生通过系统学习公共管理课程和进行硕士论文研究，掌握公共管理的基本原
理，深入了解西方与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中国的政府与治理具有
全面和较深入的学理认知，具备独立开展公共管理研究的能力。通过学习，获得扎
实的学术分析与实践工作能力，为进入国内国际公共部门从事管理工作或进一步学
习奠定基础。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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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4   
 专业选修课 3 10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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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学分，通过论文答辩 
（1）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上就本人的研究作2次系统的
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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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硕士生必须参加至少5次前沿讲座，并且针对所参加的讲座进行书面评论。
（3）每次硕士生必须进行至少一次学术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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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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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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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字数要在两万字左右，并达到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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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行政管理领域特定课题的研究，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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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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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中国公共管理 
风险管理 

竺乾威、浦兴祖、陈晓
原、周帆、顾丽梅、唐
贤兴、朱春奎、李春成、
李瑞昌、敬乂嘉、苟燕
楠、唐亚林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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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20 Public Economic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3 
Public Management 
Theori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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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MAP620004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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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24 Chinese Politic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20037 Environment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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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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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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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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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3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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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24 Urban Policy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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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专业选修
课 

EMAP620001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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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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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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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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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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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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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02 
Chinese Modern 
History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P630004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in China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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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045 Basic Chines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47 Integrat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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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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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063 
Advanced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heori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64 

Social Sciences: 
Globalisation、
Conflict and Social 
Chang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 9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65 
Social Sciences: 
Globalisation、
Culture and Media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 9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066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P630067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 90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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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P630075 
Colloquium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76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77 
Planning For 
Uncertainty and Risk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78 

Speci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79 
Human Rights Law and 
Development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80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81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82 
Evacuation for Build 
Environment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83 
Seminar on Urban 
Environment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84 
Seminar o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85 
Social Survey 
Metho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92 
Curren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9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94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95 
World Poli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P630097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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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4 
Publ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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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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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8 
Chinese Language(I) 
Begin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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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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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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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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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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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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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Wiley-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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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1204Z3  
            
一、 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全面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合格的毕业
生应达到下列要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勤奋学习，学风端正，能够深入掌握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专业功
底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学术素养良好； 
（3）精通所修专业方向的理论和实践； 
（4）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粗通第二门外语； 
（5）能够独立从事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胜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
管理工作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政管理教学和科研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本专业除非特别优秀，否则一般不鼓励提前毕业；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毕业者，最
长可延长一年毕业。延期后仍不能合格毕业者，只发结业证书。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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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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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照学校要求，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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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学校要求，硕士生在校期间至少听取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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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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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问题明确、具体，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论文原则上要求专门就已有研究状况作一概
述；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四个方面至少有一个方面有
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境，文章各部分之间以及词句段落之间逻辑一致、
条理清晰；至少有30个注释和20篇以上的参考文献； 
（5）字数：2万字以上； 
（6）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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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篇； 
（2）字数：每篇3千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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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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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在职硕士生可酌情延长一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二年半至
三年，在职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可酌情延长一年。非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
最长不超过五年。对少数学业优秀，科研工作突出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
的前提下，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七、 其他  

 

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发挥整个学科的集体指导作
用。要鼓励和发挥硕士生本人的学习的积极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系统
的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讲授与讨论，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在
因材施教的同时注意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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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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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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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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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620038 公共政策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20039 公共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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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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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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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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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091 城市政治与政策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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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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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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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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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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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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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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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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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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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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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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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630134 公共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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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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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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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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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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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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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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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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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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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政策方向”全英文学位项目） 1204Z3a  
            
一、 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受到严格现代研究方法训练和通晓国际公共政策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型和实践性人才。通过系统学习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项目评估
理论与方法、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科学研究方法、区域研究、
专门政策领域课程等，项目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跨国的和
国内的政策决策、实施和评估方面的关键问题，为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或到国际国
内的公共部门、咨询机构或其他组织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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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学位专业课 3 15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 本项目属公共政策硕士学位项目，学制为两年。 
2. 总学分须达30学分，并满足所有学分修读要求，需通过所有课程（含重修课程），
并达到取得复旦大学学位的绩点要求； 
其中： 
必修课程必须修满15学分 
选修课程必须修满15学分 
3. 须完成和通过毕业论文或政策设计。在征得导师同意后，学生可选择做毕业论文
或毕业政策设计。毕业论文主要针对有志于在毕业后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
其要求与科学学位硕士毕业生的论文要求一致。毕业政策设计主要针对在毕业后进
入具体政策部门或领域就业的学生，要求就某一政策问题参加实习，在实习基础上，
分析该政策问题并提出对策方案。 
4. 不要求毕业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选择做政策设计的学生参照该要求。 
5. 达到学校的其他各项毕业和取得学位的要求。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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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具有理论
的重要性和实践的前沿性；应该参加与选题有关的实习活动； 
（2）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预答辩和答辩阶段，通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的审
核； 
（3）论文观点鲜明，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4）论文字数为英文2万单词以上； 
（5）学位论文用英文写作，同时须提供约3000字的中文摘要。 
 2. 毕业政策设计 
（1）在确定政策设计选题前要对该政策领域的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具有
实践重要性和前沿性； 
（2）毕业政策设计必须基于至少1个学期的正式实习； 
（3）毕业政策设计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预答辩和答辩阶段，通过导师审核。由于毕
业政策设计与一般毕业论文差别较大，盲审由本项目组织。 
（4）毕业政策设计需按照政策分析要求，清晰界定政策问题，在有效分析和论证基
础上，提出政策设计方案。 
（5）毕业政策设计的字数为英文2万字以上，达到国内的政策咨询报告水平。 
（6）毕业政策设计用英文写作，须提供约3000字的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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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政策分析与项目评估研究方法，具备较为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
（2）对国际公共政策的相关问题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国内和跨国的公共政策事务
能够进行系统分析； 
（3）能独立开展与专业相关的学术研究，撰写与专业相关的论文与咨询报告； 
（4）具有较强的调查能力、写作能力和比较研究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全日制  
七、 其他  

 本项目包含有国内学生。中国学生执行的是英文学位项目培养方案基础上加政治和
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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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公共政策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多学科视野、受到严格现代研究方法训练
和通晓国际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型和实践性人才。通过
系统学习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公共经
济学与财政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科学研究方法、区域研究、
专门政策领域课程等，项目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在全球化发展的
大趋势下，跨国的和国内的政策决策、实施和评估方面的关键
问题，为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或到国际国内的公共部门、咨询
机构或其他组织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竺乾威、浦兴祖、陈晓
原、周帆、顾丽梅、唐
贤兴、朱春奎、李春成、
李瑞昌、敬乂嘉、苟燕
楠、唐亚林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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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20 Public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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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基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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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MAP6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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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20004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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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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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303



·304·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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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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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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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3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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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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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POLI630124 Urban Policy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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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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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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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31 
Chinese Language(I) 
Beginning 1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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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4 Public Policy and 国际关系与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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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公共事务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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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8 
Chinese Language(I) 
Begin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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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69 
Chinese Language(II) 
Beginn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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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70 

Chinese 
Language(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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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71 
Chinese Language(IV) 
Pre-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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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P630172 
Chinese Language(V)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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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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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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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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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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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Wiley-Blackwell   
2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Oxford Journals   
3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 Governance Blackwell Publishing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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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125200  
            
一、 培养目标  

 

全日制MPA专业硕士教育，旨在培养目光远大，知识广博，富有创新思维，勇于开拓，
善于沟通与合作，适应于社会和公共管理事业发展，能够胜任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
门高层次管理工作，掌握公共管理专业理论、知识、方法和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
和应用型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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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学位专业课 4 8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3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参加1-2次社会实践活动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参加学科研讨或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国际交流）1-2次 
3、开展理论研究，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鼓励在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提前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论文选题确定前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 
3、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4、论文观点鲜明，引用材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5、论文字数要在3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科学扎实的理论基础 
2、能独立开展专业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研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 
4、能应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2.5-4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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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
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最广
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
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
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
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全体MPA导师  

2 涉外公共管理 
“涉外公共管理”是指处理涉外事务的公共事业管理，是对传
统“公共管理”的延伸。主要内容包括涉外经济贸易管理、涉
外教育管理、涉外劳务管理、国际移民管理等。“涉外公共管

全体MPA导师  

306



·307· 

理”课程内容涉及三大块：既要有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知识，
还要有涉外领域的管理理论与思考。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
与沟通能力。 

3 海关管理 

海关管理方向旨在培养能够满足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
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和海关管理专
业技能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本方向主要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管
理、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我国管理政策
及法律制度，熟悉国际经济、贸易的一般运作规律，具备相关
法律、商品、会计和海关信息管理的基础知识，了解海关国际
公约和惯例。 

全体MPA导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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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A620001 社会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06 政治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07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08 公共经济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0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3 行政法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5 公共伦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PA620011 电子政务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6 组织行为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7 比较公共行政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8 国际关系史导论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19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21 国际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54 3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A630059 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PA620003 领导科学与艺术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PA620004 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20005 政治学著作选读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02 修身训练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03 政策调查与统计分析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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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630004 中国共产党专题研究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05 
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
流动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A630006 
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
研究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0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26 比较公务员制度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58 政府公共关系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66 比较宪法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70 中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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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A630078 媒体与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79 公共管理制度设计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PA630080 比较城市治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PA630081 社会工作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82 
基层政府管理与社区
建设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83 政府收入管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84 国际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630086 古代中国国家治理 
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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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公共政策 盖伊.彼得斯   
2 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 登哈特   
3 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 拉塞尔.林登   
4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盖伊.彼得斯   
5 经济与社会 马克斯.韦伯   
6 电子政务理论与方法 金江军、潘懋   
7 电子治理的演进及持续挑战 Sharon Dawes著，郑磊、纪昌秀译   
8 管理学基础 小詹姆斯.H.唐纳利等   
9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彼得.圣吉   
10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   
11 政府与市场 曹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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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王沪宁主编   
13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14 政治与市场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   
15 政治科学 迈克尔•罗斯金   
16 财政学 哈维·S·罗森   
17 公共事务的治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18 公共管理导论 欧文·E·休斯   
19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O.C.麦克斯怀特   
20 公共选择理论 詹姆斯.C.缪勒   
21 跨部门合作 尤金.巴达赫   
22 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危机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23 民营化与公共部门的伙伴关系 萨瓦斯   
24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 斯蒂格利茨   
25 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 罗伯特.阿格拉诺夫   
26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布坎南   
27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塞缪尔.亨廷顿   
28 国家构建 弗朗西斯.福山   
29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   
30 权力与繁荣 曼瑟尔.奥尔森   
31 谁统治 罗伯特.达尔   
32 论自由 约翰.密尔   
33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罗伯特.诺奇克   
34 正义论 约翰.罗尔斯   
35 政府的价格 戴维.奥斯本   
36 自由秩序原理 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   
37 资本主义与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38 斑马线上的中国 邓子滨   
39 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 弗里德里希   
40 代议制政府 密尔   
41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42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43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44 when states fail Rotberg.Robert.I   
45 Why nations fail 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   
46 繁荣的治理之道 梅斯奎塔   
47 国家的视角 詹姆斯.C.斯科特   
48 逆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叶海卡德洛尔   
49 决策过程 林德布洛姆   
50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阿尔蒙德.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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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法学理论 0301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法学理论及相关课程的三年学习和研究，全面、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的基
础知识和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观和法学方法论，把握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
进程的互动关系，熟悉主要法理学流派的理论观点，能够运用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建
设的重大问题和提出解决思路，适合于国家机关政策研究和立法、司法、行政以及
律师实务工作，也可以从事法学理论教学和研究，成为德智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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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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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4 9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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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研期间参加1－2月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2）在研期间根
据需要，可安排专业课助教，并讲授两次；（3）在研期间根据需要，可以参加不超
过2个月的法律业务实习。 
2.（1）每位硕士生在每门学位专业课上作2次以上的系统发言，要求能够提出问题，
论述逻辑思路清晰，有自己的看法；（2）每门课程的成绩应在“良”以上，至少有
一半课程的成绩是“优”；（3）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内，写出一篇具有较高质量的本
专业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4）在第一和第二学年，除寒暑假外，平均每
月参加听一次学术讲座，讲座内容以社会和人文科学为主；（5）在第一和第二学年，
每学年撰写一篇本年度国内法理学研究综述，以促使其了解和掌握国内法理学的研
究态势和前沿。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对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具有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经过导师小组审核同意，由研
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开题报告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3）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
于1年；（4）论文要在国内的同类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
（5）论文字数不能少于3万字；（6）论文选题恰当，主题明确，观点中肯、新颖，
论据可靠、充分，资料翔实，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形式规范、引证符合要求；如
有政策建言，应切实可行。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专业比较全面、扎实的理论基础；（2）能够分析和把握主要法理学流
派的思想、观点及其异同；（3）可以独立地开展学术研究；（4）毕业后可以胜任
本科生的法理学教学工作；（5）至少精通一门部门法，能够运用法学理论研究该部
门法领域的现实问题；（6）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写作能力和运用电脑的
能力；（7）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书刊；（8）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可以
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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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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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哲学 

研究法的本质、价值等法本体问题，揭示法的存在和发展的一
般规律，探索法与人、社会、国家之间内在的、本质的、普遍
性的联系，把握法的发展的未来方向；侧重于大陆法系国家、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法哲学的理论研究。 

杨心宇教授  

2 法律社会学 

研究国家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习惯等社会现象之间
的关系，揭示法律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规律；着重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法制现代化进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治建设的
重大问题以及解决思路。 

张光杰副教授  

3 法律方法论 

研究法律方法论的一般原理，揭示法律思维的特点与规律，分
析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法律渊源识别、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
律论证等方法和技术，比较世界两大法系与中国的法律方法，
研究中国的法律适用方法问题。 

侯健教授博导  

4 比较法 

研究世界主要法系、法律样式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以增强对法律以及法律制度的全面认识，从而能够对中国的法
治国家建设进程中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并把握这一进程中的种
种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董茂云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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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5 民商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60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2 法学名著精读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53 
中国当代社会法理学
问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66 西方法理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LAW620003 宪法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55 法律方法论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9 西方法律思想史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58 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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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国》 柏拉图 必读  
2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3 《社会契约论》 卢梭 必读  
4 《法的形而上学理论》 康德 必读  
5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 必读  
6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必读  
7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 必读  
8 《国家与革命》 列宁 必读  
9 《自然法导论》 登特列夫 必读  
10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庞德 必读  
11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昂格尔 必读  
12 《政府论》（下篇） 洛克 必读  
13 《利维坦》 霍布斯 必读  
14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萨维尼 必读  
15 《法理学的范围》 奥斯丁 必读  
16 《法律的概念》 哈特 必读  
17 

《认真对待权利》 
 

德沃金 必读  
18 《法律帝国》 德沃金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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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正义论》 罗尔斯 必读  
20 《法学方法论》 拉伦茨 必读  
21 《法律论证理论》 阿列克西 必读  
22 《法理学问题》 波斯纳 必读  
23 《中国社会科学》 期刊 必读  
24 《法学研究》 期刊 必读  
25 《中国法学》 期刊 必读  
26 《中外法学》 期刊 必读  
27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 期刊 必读  
28 《法学》 期刊 选读  
29 《法学家》 期刊 选读  
30 《法学评论》 期刊 选读  
31 《现代法学》 期刊 选读  
32 《法制与社会发展》 期刊 选读  
33 《环球法律评论》 期刊 选读  
34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刊 选读  
35 《哲学研究》 期刊 选读  
36 《社会学研究》 期刊 选读  
37 《经济研究》 期刊 选读  
38 Havard Law Review 期刊 选读  
39 The Yale Law Journal 期刊 选读  
40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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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 0301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法律史专业学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掌握法学理论，通
晓法学历史发展规律，熟悉比较法学理论及基本内容，并应具有熟练的外语能力，
及具有高度的汉语表达能力的高层次法学人才。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本专业毕业生
应能够适应法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并能运用所学习的法学知识从事各项司法及法律
服务的实务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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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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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参加法律实践，如司法、律所等（2）参加社会调查（3）写作训练，撰写
文章发展。 
2.（1）每位硕士生在专业课上作二次以上系统讲述，根据逻辑思维，内容深度，作
考试评分依据之一；（2）在学期间至少听取5次以上学院及导师组织的学术前沿讲
座；（3）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从事1个月以上法律事务实习（包括律师事务所、
公司、政府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取得所在实习单位的书面评价；或承担法学院
安排的6学时以上教学任务；（4）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完成申请硕士学位的各程序 
(2)选题有条理性、现实性 
(3)内容、论述有创新之见 
(4)资料翔实、丰富 
(5)字数达三万字左右 
(6)文字格式及引文等合乎学术规范 
(7)写作时间不能少于1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学科扎实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 
(2)能独立开展研究，较强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3)运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书刊 
(4)有调研能力、交往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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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律史 
主要研究中国在20世纪中叶以前各历史时期法制的发生、发
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尤其重视民事方面以及在司法审判
过程中的表现出的法律文化传统研究。 

郭建教授，韩涛讲师  

2 外国法律史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的法制发生、
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尤其注重欧美地区法律制度的演变
与发展。 

王志强教授，赵立行教
授 

 

3 比较法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区域、国际组织法
律制度的演变及其规律，尤其注重比较研究各国各地区国际组
织法律制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郭建教授，王志强教授，
赵立行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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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1 法理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2 比较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5 民商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14 中国法制史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65 西方法律史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03 中国宪政史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4 中国民法史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5 中国经济立法史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8 比较民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9 西方法律思想史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58 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630059 大陆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630060 普通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LAW630084 比较商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87 中世纪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88 比较司法制度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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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2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 必读  
3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院 必读  
4 中外法学 北大法学院 选读  
5 比较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选读  
6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选读  
7 《法学总论－－法学阶梯》 查士丁尼 选读  
8 《社会契约论》 卢梭 选读  
9 《正义论》 罗尔斯 必读  
10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庞德 必读  
11 《司法过程的性质》 卡多佐 必读  
12 《法律哲学》 戈尔丁 必读  
13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 必读  
14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必读  
15 《中国民法史》 叶孝信 必读  
16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政治法律卷》 叶孝信 必读  
17 《中华文化通志•法律志》 郭建 必读  
18 《历代刑法志》 丘汉平 必读  
19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必读  
20 《张家山汉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选读  
21 《九朝律考》 程树德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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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律疏议》 中华书局 选读  
23 《名公书判清明集》 中华书局 选读  
24 《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选读  
25 《唐明律合编》 薛允升 选读  
26 《中华帝国的法律》 D•布迪 选读  
27 《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上、下） 北大出版社 选读  
28 《比较法律文化》 H.W.埃尔曼 选读  
29 《比较法总论》 K•茨威格特 选读  
30 《法律与革命》 伯尔曼 选读  
31 《比较法研究》 沈宗灵 选读  
32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F. Pollock & F.W.Maitland 选读  
33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nglo-American Law Frederick G. Kempin 选读  
34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J. H. Baker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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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30103  
            
一、 培养目标  

 

通过三年系统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全面、扎实地掌握
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学术史以及研究方法，深刻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宪
政建设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清楚把握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学术发展历程，能够
娴熟地运用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维分析中国宪政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
题，能够熟练地利用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中国行政法治建设进程所
提出来的实践命题和理论命题。本学科目标在于培养适应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术研
究和教学工作以及提供法律服务的各项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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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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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并讲授二次；（2）在学期间根
据需要，参加一定时间的法律业务实践； 
2.（1）研究生在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科组和指导教师承担的课题研究；（2）每位硕
士生在每门学位专业课上作2次以上的系统发言，要求能够提出问题，表述思路清楚
和逻辑严密；（3）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积极听取校内外主办的学术讲演，并向学科
组作一次学术讲座陈述；（4）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撰写一篇本年度宪法学或行政
法学学学术研究综述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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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于具有
一定理论研究基础和实践可行性的问题；（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
过导师和导师组审核，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同类学
术研究成果的新见解，体现研究生一定的理论创新能力；（4）论文必须尊重学术研
究规范，遵循学术道德；（5）论文立论准确，资料详实，结构严谨，表达清晰；（6）
论文字数不得少于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水平；（7）
论文撰写时间不能少于1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掌握本学科全面而扎实的理论基础；（2）具备独立开展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理
论研究的能力；（3）理解本学科整体的学术发展史；（4）具备独立撰写学术论文
的能力；（5）能够运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文献；（6）能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分析
和解决法治实践问题；（7）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可以在法学专业核心期刊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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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学 

研究宪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宪政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
掌握中国宪政制度的发展进程以及制度安排和西方宪政制度
的比较能力。学科特色强调宪法学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理论价
值研究以及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方向的设
立，培养学生对中国宪政建设的理论关注以及实践能力。 

董茂云教授博导 
王蔚副教授 
刘志刚教授博导 
潘伟杰教授博导 

 

2 行政法学 

研究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行政法制建设的历程，尤其是掌
握中国行政法学的学术发展史以及比较西方行政法学的学术
发展史和中国行政法律制度安排。学科特色强调行政法学在中
国法学理论发展中的研究价值以及对中国行政法律制度的理
论诠释能力。通过这一方向的设立，培养学生对中国行政法律
制度的理论理解能力以及实践参与能力。 

董茂云教授博导 
朱淑娣教授博导 
刘志刚教授博导 
潘伟杰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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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1 法理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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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5 民商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18 比较宪法学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19 中国行政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20010 立法学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00 行政诉讼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11 人权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13 外国行政法 法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14 经济行政法 法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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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 狄骥 必读  
2 《政府论》 洛克 必读  
3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必读  
4 《法与宪法》 詹宁斯 必读  
5 《行政法》 韦德 必读  
6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等 必读  
7 《公法和政治理论》 洛克林 必读  
8 《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 杉原泰雄 必读  
9 《比较宪法》 王世杰等 必读  
10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龚祥瑞 必读  
11 《新宪政论》 埃尔金 必读  
12 《代议制政府》 密尔 必读  
13 《社会契约论》 卢梭 必读  
14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必读  
15 《比较法总论》 茨威格特等 必读  
16 《宪政的哲学之维》 罗森鲍姆等 必读  
17 《英宪精义》 戴雪 必读  
18 《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 必读  
19 《认真对待权利》 德沃金 必读  
20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治国的商
谈理论》 

哈贝马斯 必读  
21 《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起源》 摩尔 必读  
22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 韩大元 必读  
23 《跨入新世界的宪法学》 杨海坤等 必读  
24 《宪法学基本原理》 徐秀义等 必读  
25 《美国行政法》 王名扬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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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法国行政法》 王名扬 必读  
27 《比较行政法》 张正钊等 必读  
28 《法学研究》 期刊 必读  
29 《宪政论丛》 期刊 必读  
30 《行政法学研究》 期刊 必读  
31 Havard Law Review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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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 030104  
            
一、 培养目标  

 

硕士学位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掌握科
学思想方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身
体健康的，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专门法学人才。从专业的角度上说，
要求学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开展刑
法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在牢固掌握大学本科学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刑法学的一
般理论知识和实际的操作技能。从基本能力的角度上说，要求学生至少熟练掌握一
门外国语和计算机操作技能，能运用该外国语阅读、翻译刑法学和犯罪学领域内的
专业文献资料，能通过计算机有效地处理数据。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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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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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第二学期以后，经导师同意，在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进
行不少于1个月时间的法律事务实习，要求取得实习单位书面的肯定评价意见；（2）
从第三学期起，要求完成本专业范围内10学时以上的教学辅导工作；（3）在学期间，
要求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科研项目，承担部分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4）要求在法
学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1篇学术论文；（5）由导师结合实际部门的评价予以综合评
分。 
2.(1）第四学期以后，以本科生或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为对象，至少做1次专题学术
报告；（2）在学期间，应当参加5次以上与本专业研究方向有关的前沿学术讲座，
至少应当提交1篇相关的论文；（3）在本专业课程中，就导师布置的专题进行不少
于3次的主题发言，要求整理3个以上专门课题的阅读笔记；（4）考核方式：由导师
综合评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撰写学位论文和通过论文答辩，是硕士学位研究生总结专业学习和科研能力，接受
调查和写作综合训练的重要环节。学位论文的水平是衡量硕士生能否达到所攻读的
学位标准的重要依据。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着重培养硕士生调查研究、搜集、整
理和运用资料的能力，培养硕士生总结前人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能力，培养硕士
生发现和掌握学科发展方向、状态和重大理论问题的能力，培养硕士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限定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较强
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应当具有一定的新见解和独立的分析意见，应当对他
人尚未涉及的课题或者涉及不深的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能够就此得出新的结
论和意见。学位论文也可以对已有的研究课题或者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课题，从新
的角度或者运用新的材料或者采取新的方法进行深化研究，并据此得出独立的结论
或见解。学位论文还可以针对前人已经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辩驳性的研究，提出合
理的论证见解与反对意见，甚至还可以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进行进一步的
论证、深化和提高，使相关的课题在理论上或运用上达到更高的水平。硕士学位研

 

319



·320· 

究生应在第四学期结束之前提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当包括论文的题
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及论证、论文的写作提纲，已阅读和
将要阅读的主要文献以及文献的来源。开题报告的篇幅应不少于4000字，应当准确
表达作者的意图。开题报告应当经导师审阅，并经开题论证委员会讨论通过。开题
报告完成和通过后，应当及时拟定论文的撰写计划，应当合理安排写作时间。为贯
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原则，硕士学位研究生应针对论文的写作内容，有目的地到
司法实践部门及有关教学、科研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有关资料。学位论文应在
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禁止抄袭，禁止委托他人撰写。学位论文的篇幅一般应当控
制在3万至5万字之间，但重大研究课题，或者具有详细分析必要的课题，可以不受
上述篇幅的限制。学位论文要求定位准确、思想健康，观点鲜明，材料翔实，数据
准确，论据充分，逻辑严谨，结构合理，语言通达。学位论文的引用必须符合规范，
凡是使用他人的观点、论述或材料的，必须详细标明来源和出处，杜绝任何形式的
虚注和伪注，不应使用未经核实的资料和数据，不应使用存在明显错误的材料。学
位论文应附带撰写二千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应当附录主要的中文参考文献和外文参
考文献，并详细注明版本、发表或出版机构及时间。对于学位论文答辩，要求参加
答辩的研究生保持清晰的思路，能对其所研究课题的各个环节和重要的论点进行必
要的说明，能够重点概括论文的核心内容和有所创新的理论观点，能够准确回答答
辩中所提出的、与论文选题有关的本学科的问题或相关学科的问题。论文答辩在第
六学期末进行。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比较深厚的刑法学或犯罪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已修满法学专业本科的全部
学分，平均成绩为良好以上（如为非法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应当补修民法、刑法、
诉讼法和宪法四门课程，成绩合格），外语成绩优秀。（2）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
进行刑法学或犯罪学的专题研究，已经撰写两篇以上的专业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一篇已经达到或基本达到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水平。（3）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
语（英语、日语或德语），熟悉专业外文文献的检索，具有较强的中文书面和口头
表达能力，具有一定的外语翻译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能够不经翻译基本听懂外语
学术报告。（4）掌握计算机运用技术，能够使用计算机进行有效的数据处理。（5）
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经过必要的训练，至少能够独立讲授一门本
专业领域内的本科课程。（6）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法学期
刊发表的水平。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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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学 
（1）刑法的哲学原理；（2）理论刑法学和应用刑法学（3）
定罪的方法论原理（4）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论体系学说（5）
刑事责任原理和刑罚效果评价 

陈浩然教授博导  

2 犯罪学 
（1）犯罪原因论（2）犯罪预测学（3）犯罪预防论（4）刑事
政策分析（5）社会治安综合治理（6）刑罚学和监狱学 

陈浩然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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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31 中国刑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32 犯罪学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20007 刑事政策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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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30031 证据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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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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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必读  
2 《论犯罪与刑罚》 贝卡里亚   
3 《法学总论——法学阶梯》 查士丁尼   
4 《社会契约论》 卢梭   
5 《犯罪学》 加罗法洛   
6 《犯罪社会学》 菲利   
7 《犯罪人论》 龙勃罗梭   
8 《德国刑法教科书》 李斯特   
9 《法国刑法总论精义》 斯坦芳尼   
10 《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 特拉伊宁   
11 《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论》 小野清一郎   
12 《理论刑法学》 陈浩然   
13 《应用刑法学》 陈浩然   
14 《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   
15 《刑法哲学》 道格拉斯   
16 《新刑法学》 高铭暄   
17 《刑事政策的体系》 德拉玛斯   
18 《犯罪学》 施奈德   
19 《比较外国犯罪学》 张筱薇   
20 《英国刑法》 史密斯、霍根   
21 《证据学原理》 陈浩然   
22 《刑法学》（第二版） 张明楷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 曹子丹   
24 《刑事诉讼法》 陈光中   
25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   
26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27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28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29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30 《法学》 华东政法学院   
31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学院   
32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33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34 《法商研究》 中南政法大学   
35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36 《刑事法评论》 法律出版社   
37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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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 030105  
            
一、 培养目标  

 

硕士学位通过系统的民商法学理论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在私法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厚实的民商法学理论功底，较强
文字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门）和计算机工具，独立从事民商
法学的理论研究、教学、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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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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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实习，训练调查研究和动手能力。（2）在学期间根
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助教，并讲授二次。（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
科生的辅导员。（4）开展理论研究，在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
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2．每位硕士生在第二学年必须在讨论班上作2次以上系统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的硕
士生和本科生，基本要求是能提出问题，论述清楚有一定的深度。对每次发言提纲
及表现进行考核记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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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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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的水平；（6）论
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1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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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民商法学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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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
发表；（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
范围的新课。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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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学 

主要研究中国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侵权行为法、亲属法，
比较民法等。着重于民法的基本原理，民法解释学以及民法理

刘士国教授博导 
王全弟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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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制度的新发展的研究。 段匡教授博导 
孙晓屏副教授 
 

2 商法学 
主要研究商法总论、商事主体法、商事行为法、商事权利救济
法、比较商法等，着重于商法的基本理论，公司法与证券法，
日本商法以及商法制度的新发展的研究。 

胡鸿高教授博导 
白国栋副教授 
季立刚教授博导 
 

 

3 金融法学 
主要研究金融法总论、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
等。着重于金融及其衍生产品制度的研究。 

胡鸿高教授博导 
季立刚教授博导 
徐新林副教授 
 

 

4 知识产权法学 
主要研究知识产权法总论、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商业
秘密保护制度等。着重于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和知识产权制度
的新发展的研究。 

王全弟教授博导 
陈乃蔚教授 
徐新林副教授 
孙晓屏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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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1 法理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21 民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22 商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17 经济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24 知识产权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18 侵权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19 公司法与破产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23 

著作权与计算机软件
保护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55 债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73 票据法与保险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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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卷） 马克思、恩格斯 必读  
2 《毛泽东选集》（1-5卷） 毛泽东 必读  
3 《邓小平文选》（1-3卷） 邓小平 必读  
4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北京） 中国社科院 必读  
5 《法学研究》（期刊北京）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必读  
6 《中国法学》（期刊北京） 中国法学会 必读  
7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卷、经济
法卷）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8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复旦大学 选读  
9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 北京大学 选读  
1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1 《法学家》（期刊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选读  
12 《中外法学》（期刊北京） 北京大学 选读  
13 《比较法研究》（期刊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选读  
14 《高等高校学报文摘》（文科版） 教育部 选读  
15 《法学评论》（期刊湖北） 武汉大学 选读  
16 《政法论坛》（期刊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选读  
17 《法学》（期刊上海） 华东政法学院 选读  
18 《现代法学》（期刊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选读  
19 《环球法律评论》（期刊北京） 中国社科院 选读  
20 《法制与社会发展》（期刊吉林） 吉林大学 选读  
21 《法商研究》（期刊湖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选读  
22 《政治与法律》（期刊上海）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 选读  
23 《法律科学》（期刊陕西） 西北政法学院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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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济法制》（期刊北京）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选读  
25 《民商法论丛》（北京） 法律出版社 选读  
26 《中国商法年刊》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 选读  
27 《法学杂志》（期刊北京） 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 选读  
28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期刊甘肃） 甘肃政法学院 选读  
29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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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中国商法”全英文学位项目） 030105a  
            
一、 培养目标  

 

中国商法（全英文）硕士班面向外籍学生、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的外
籍管理人员、法律工作者以及对中国商法感兴趣的其他外国人士（包括我国港澳台
地区人士）。该项目的学生以学位生为主，也可包括非学位生。本项目通过系统的
商法理论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研究，培养在商法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有厚
实的商法学理论功底，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独立从事商法学理论研
究与实务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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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8 17   
 专业选修课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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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毕业论文类别没有。 
课程培养方案是针对非港澳台的外籍人士，且为全英文授课，故无须设置政治理论课和第
一外国语课，烦请将最后两项帮忙删除。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参加法律工作相关的实习，例如律师助理、公司
法务等，在第一学年学期进行期间每周不得超过16小时，不得同时在两个（(含）以
上单位从事校外教学实习活动，不得获取任何劳动报酬（车贴、餐贴除外），实习
期限一般不超过半年。（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级基本要求：参加学术讲
座，学术报告会，以及前沿讲座和各种专题讨论班不少于三次。基本要求是能提出
问题，论述清楚，有一定深度。对每次的发言提纲及表现进行考核记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硕士生学位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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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题应属本专业方向学术领域的新问题或重大问题；（2）论文题目应具体、明确，
体现深入研究的学术精神。论文选题必须经导师同意，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3）
论文观点鲜明，论证清晰，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
文流畅，具有较强的分析性与说服力；（4）论文以英文写作，论文内容须丰富、扎
实，字数一般应不少于英文1.2万词（含注释）。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中国商法硕士研究生应结合专业课程的学习，选定题目，进行专题研究。（1）具有
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2）能力开展民商法学理论研究；（3）具有较强的调差
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4）能运用英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6）既要提现中国
特色的法律制度，又要兼具国际视野。 

 

六、 学习年限  
 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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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法硕士 

主要研究：中国外商投资法、中国民法、中国商事组织法、中
国商事仲裁法、中国对外贸易法、中国知识产权法、中国银行
与票据法、中国商事审判制度、中国证券法、中国合同法、中
国海商法、中国物权法、中国环境资源法、人权和中国商法等，

陈力教授博导 
龚柏华教授博导 
马忠法教授硕导 
孙南申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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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于中国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原理的研究，以及从比较
法的角度，研究中国民商事法律的新发展。 

王伟教授硕导 
王志强教授博导 
徐美君教授硕导 
赵立行教授博导 
高凌云副教授硕导 
李世刚副教授硕导 
李小宁副教授硕导 
梁咏副教授硕导 
陆志安副教授硕导 
史大晓讲师 
王俊讲师 
涂云新讲师 
熊浩讲师 
朱丹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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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47 中国外商投资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44 中国民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45 中国商事组织法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46 中国商事仲裁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49 中国知识产权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50 中国银行票据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68 中国法导论 法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69 中国民商事审判制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72 中国对外贸易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20051 中国证券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2 中国法律文化导论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3 汉语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6 中国劳动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7 中国宪法与行政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9 汉语II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2 

白领犯罪与中国刑事
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3 中国海商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4 中国合同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7 人权与中国商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8 中国环境资源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9 中国物权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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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法（中英双语） 知识产权出版社   
2 WTO与国际经济法（英文版）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3 国际商事合同（英文版）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4 国际商事仲裁（英文版）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5 国际商事经济法律通则 John W.Head 人大版   
6 国际私法（英文版）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7 中国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出版社   
8 金融法（双语版）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9 国际贸易法（双语版） 王衡法律出版社   
10 法律英语—法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市场经济的宪法 中国方正出版社   
12 国际商法（第三版双语） 法律出版社   
13 宪政的理念 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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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TO法律制度—以案说法（2）（双语） 法律出版社   
15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orts Law 清华大学出版社   
16 

New Challenges of Chinese Copyright Law Under 
the Digital Age 

Seagull Haiyan Song   
17 Chinese law Kuei-kuo Wang ; John Mo 1999   
18 Guide to China copyright law studies Chen-kuang Wang ; Xianchu Zhang 1997   
19 

The Tradition and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ese 
Law 

Jinfan Zhang, author 2014   

20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 research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Harold Joseph Berman, 1918- 1970   
21 Understanding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清华大学出版社   
22 Chinese law and legal theory Perry Keller 2000   
23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24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report. 2013 法律出版社   
25 Competition law in China Chaowu (金朝武) Jin Wei (罗伟) Luo   

26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Chaowu (金朝武) Jin  
 

  

27 Chinese tax law 人民出版社   
28 

China outbound investments : a guide to law and 
practice 

Lutz-Christian Wolff 2011   
29 Chinese commercial law review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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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 030106  
            
一、 培养目标  

 

(一)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自觉遵纪守
法；服从国家分配，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法学基本原理指导诉讼法科学的研
究工作；在大学本科的学业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掌握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 
(三)熟悉和掌握诉讼法学的内容及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并对国内有关诉讼法问题研
究的重要情况及外国诉讼法有一定的了解，具备独立进行法学研究、法学教学和从
事司法实践以及其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能力。 
(四)按硕士研究生外语教学大纲要求，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和翻译
本专业的资料，胜任本专业的涉外法律工作。 
(五)具有健康的身体。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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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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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从事1个月以上法律事务实习（包括律师事务所、
公司、政府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取得所在实习单位的书面评价；或承担法学院
安排的9学时以上教学任务；（2）在学期间，参与与本专业方向有关的科研项目，
承担其中一部分研究和调查工作；（3）至少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
（4）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2.硕士生（1）在高年级至少作1次专题学术报告；（2）在学期间，参加5次以上本
专业方向的前沿讲座，提交1篇相关论文；（3）在本专业方向的专题讨论上作4次以
上主题发言或读书笔记；（4）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撰写和答辩，是硕士生总结专业学习和科研能力方面接受综合训练的重
要环节。学位论文是衡量硕士生能否达到所攻读的学位标准的重要依据。通过写作
学位论文，着重培养硕士生调查研究、搜集和运用资料，总结前人实践经验和研究
成果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论文应具有一定的新见解，即对他人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得出新的结论；或者对已有的研究课题，从新的角度或运用新的材料进行研究，得
出新的结论；或者对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和见解，从其它方面进一步论证、发挥，
使之更加深化和更有说服力。硕士生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提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须包括论文题目、国内外研究状况及论证，论文提纲，已阅读和将阅读的
主要文献目录。开题报告篇幅至少4000字。开题报告须经导师本人审阅和开题论证
委员会讨论通过。开题后即可拟定论文撰写计划。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硕士生应针对论文的写作内容，到司法部门及有关教学、科研单位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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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有关资料。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一般在3万至5万字之
间，要求观点明确，材料翔实，论据充分，逻辑严谨，语言通达。学位论文应撰写
二千字左右的提要，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并详细注明版
本及其出处。学位论文答辩中，要求研究生思路清楚，能对其所研究课题的各个有
关问题作的明确的回答和必要的说明。论文答辩在第六学期末进行。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比较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诉讼法知识，修满学分，平均成绩为良好以上
（非法学本科毕业者，须补修民法、刑法、法理和宪法四门课程，成绩合格）。（2）
能够在导师指导下，从事专题研究，撰写2-3篇学术论文，其中至少1篇达到在法学
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水平。（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悉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强的
中、外文口头表达能力，能够以外文座15分钟学术报告，并掌握计算机运用技术。
（4）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一门本专业的本科课程。
（5）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法学期刊发表的水平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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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 

（1）刑事诉讼基本原理；（2）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我国刑事
诉讼（3）刑事司法制度（4）刑事司法程序 

谢佑平教授博导 
马贵翔教授博导 

 

2 民事诉讼法 
（1）民事诉讼基本原理；（2）外国民事诉讼（3）民事司法
制度 

章武生教授博导 
段厚省教授博导 

 

3 
证据法与司法
鉴定 

（1）证据制度（2）证据基本理论（3）证明基本理论（4）司
法鉴定理论（5）证据与司法 

谢佑平教授博导 
马贵翔教授博导 
陈浩然教授博导 
段厚省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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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1 法理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2 比较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05 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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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LAW620034 中国民事诉讼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35 外国民事诉讼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36 中国刑事诉讼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37 外国刑事诉讼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00 行政诉讼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31 证据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34 司法制度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35 律师制度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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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必读  
2 《法学总论——法学阶梯》 查士丁尼 必读  
3 《社会契约论》 卢梭 必读  
4 《正义论》 罗尔斯 必读  
5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庞德 必读  
6 《司法过程的性质》 卡多佐 必读  
7 《法律哲学》 戈尔丁 必读  
8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 必读  
9 《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斯特法尼 必读  
10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谷口安平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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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刑事诉讼法》 田口守一 必读  
12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必读  
13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陈光中 必读  
14 《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 必读  
15 《司法的理念和制度》 贺卫方 必读  
16 《法治秩序的建构》 季卫东 必读  
17 《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 顾培东 必读  
18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 樊崇义 必读  
19 《英美证据法》 沈达明 必读  
20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高桥宏志 必读  
21 《诉讼架构与程式》 张卫平 必读  
22 《对抗与判定》 王亚新 必读  
23 《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 章武生等 必读  
24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 必读  
25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26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必读  
27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必读  
28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29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必读  
30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 必读  
31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必读  
32 《法商研究》 中南政法大学 必读  
33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必读  
34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科院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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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 030107  
            
一、 培养目标  

 

攻读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的学生，经过三年学习，成为系统掌握经济法学前沿的专业
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悉国内外的经济法律制度，在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
基础上具有运用第二门外语的基本技能。能够发现和深入研究经济法学领域的前沿
理论和法律实务问题，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从事科研和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特点在于注重运用经济的、
法律的、社会的和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对国内外经济法学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紧密结合，系统研究经济竞争和市场监管的主体制度和行为
规范，探索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科学建构等问题。本专业学习年限为三年，
学员在修满必修和选修课程后，应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由学校授予
硕士学位。本专业的毕业生适合在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以
及其他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法律实务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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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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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硕士生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或社会调查，或到法院、律师事务所实习，时间为6周。
由相关实践部门出具实践考核结果的证明。 
2.硕士生参加学术报告和前沿讲座，并能就二个以上专题作专题学术报告，在专业
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以上文章。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根据学校要求，认真执行开题、撰写、校内外专家评审，预答辩和答辩等环节的规
章制度。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学科前沿的理论和法律实务问题进行系统、深
入和创新研究，达到硕士学位论文学术水平和可公开发表的程度。字数不少于四万
字，且很好地遵守学术规范。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备已在专业核心杂志上发表一篇以上论文的科研能力；能够选择
某一专题给本科生讲授二小时以上专业课程，且内容有深度，教学效果良好；由法
院或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出具的实践考核成绩优良的证明。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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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竞争和经济监管的前沿理论和主要制度，特色在
于系统地运用比较法理论研究市场监管主体，监管行为，宏观

胡鸿高教授博导 
许凌艳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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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科学化具有
重要价值。 

2 竞争法 
主要研究竞争法和特殊产业管制法。特色是运用法学、经济学、
管理学和金融学的方法，对竞争法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竞争
法制建设有重要意义。 

张建伟教授博导  

3 金融法 
主要研究央行法以及与金融风险防范相关的法律问题。特色在
于比较研究。对于我国金融法制建设有重要意义。 

季立刚教授博导 
徐新林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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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5 民商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57 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58 法经济学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23 金融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59 

规制与竞争法专题研
究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20061 物权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20 证券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22 银行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73 票据法与保险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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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法学》 李昌麒 必读  
2 《经济法基础理论》 漆多俊 必读  
3 《经济法原理》 胡鸿高 必读  
4 《网络法概论》 胡鸿高 必读  
5 《转型、变法与比较法律经济学》 张建伟 必读  
6 《金融法概论》 徐新林 必读  
7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选读  
8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选读  
9 《外国法律文库》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选读  
10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王泽鉴 选读  
11 《民商法论丛》 梁慧星 选读  
12 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选读  
13 The Yale Law Journal 无 选读  
14 Havard Law Review 无 选读  
15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无 选读  
16 L.Loryd's List Law Report West Publishing Co. 选读  
17 法律数据库 West Law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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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30108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研究，以期达到德智体全面发
展，在法学领域系统掌握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实际
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能力，并且在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的基础上，再学习一门第
二外语，具备简单地阅读相关文献的能力，成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事务方面的高
级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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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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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⒈在学期间至少要阅读两本法学经典著作；⒉在学期间根据条件，直接参加
项目课题的研究；⒊开展理论研究，在学期间要公开发表一至二篇论文；⒋在学期
间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实务工作，培养实践能力。 
（二）每位硕士生在相关的专业课程中做4次系统的发言，基本要求为能够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考核以每次的发言作为评分的依据。积极参加法学以及社会
科学方面的讲座，听取各种学术报告，以期达到丰富知识，开拓视野。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⒈在确定论文选题时，需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有一定的全面的了解。⒉选题
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的审定，并且在相关的研讨课
上向导师和同学发表，听取意见和建议。⒊论文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
人独立完成，初稿也要求在相关的研讨课上摘要发表，听取同学和导师的意见和建
议。⒋论文要求观点明确，结构严谨，逻辑层次分明。引用资料翔实、可靠，国外
资料以第一手为主。⒌论文结论、见解要有独到之处。⒍论文的正文部分不少于3万
字，经修改后可达到公开发表的水平。⒎论文准备、写作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⒈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一定的法学价值观；⒉具备一定的独立开展研究的能
力；⒊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⒋能够运用
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并能兼有一定的第二外语；⒌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
后可公开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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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环境法学 

研究国际环境法的形成和发展，国际环境法是环境法学的一个
重要分支，它有着许多重要的创新。一些法律渊源，例如《斯

段匡教授博导 
陆志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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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哥尔摩宣言》和《里约热内卢宣言》，不但对国际环境法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国际法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一系列的世界贸易条约中对环境保护要求的规定正在影响着
整个世界贸易市场。为此，这些都是本专业方向需要研究和学
习掌握的重点。另外，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区、国界，为此
研究比较各国环境法制度，也是研究方向的重点。 

2 中国环境法学 

本研究方向基于国内的学术研究基础，拓宽研究视角，结合各
个相关的法学部门，主要在环境法理论上深入展开研究和教
学。环境管理的加强引起了行政法理论的变化；环境民事权利
的建立导致民法理论的更新；环境犯罪界定深化了刑法理论；
以及环境诉讼中起诉资格放宽、被诉对象的扩大由此引起诉讼
法理论等各个法学部门发生很大的变化,本专业将结合这些方
面进行基础理论研究。 

季立刚教授博导 
朱淑娣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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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1 法理学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43 国际环境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64 中国环境法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41 环境法原理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42 环境管理与经济法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43 环境科学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1 民法原理与环境法 法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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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学》 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 选读  
2 《法学方法论》 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 选读  
3 《我们被偷走的未来》 西奥·科尔伯恩唐艳鸿译 必读  
4 《环境伦理学》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 必读  
5 《环境政策与法律》 叶俊荣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必读  
6 《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王明远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必读  
7 《环境法》 原田尚彦著于敏 必读  
8 《民商法论丛》 梁慧星主编法律出版社 必读  
9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必读  
10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11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12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必读  
13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 必读  
14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必读  
15 《法学》 华东政法学院 必读  
16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选读  
17 《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社科院 选读  
18 《经济法制》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选读  
19 《法商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选读  
20 《中国环境科学》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选读  
21 《上海环境科学》 上海环境保护局 选读  
22 《环境科学研究》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选读  
23 《环境保护》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必读  
24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选读  
25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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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 030109  
            
一、 培养目标  

 

为了适应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平发展，加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
的客观需要，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际法专业高级人
才，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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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宽厚的法学基础理论与国际法原理，系统学习专业方向的学位课和选修课
基本内容，具有从事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法与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
法、国际私法、海商法诸领域中一至二门学科的科学研究、教学能力或独立从事国
际贸易经济法律业务的能力，并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3）身体健康。 
（4）根据法学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需求，本专业各方向的硕士生培养类型以今后从事
实际工作为主，因此在要求学生具备系统的专业理论的基础之上，重点进行实践能
力的训练和培养。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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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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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在学期间，经导师同意，从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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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与本专业方向有关的科研项目，承担其中一部分研究工作； 
（3）至少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 
（4）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2.（1）在高年级以英语至少作1次专题学术报告，以中文论文、报告英文提纲及其
水平为考核指标； 
（2）在学期间，参加5次以上本专业方向的前沿讲座，提交1篇相关论文； 
（3）在本专业方向的专题讨论班上作4次以上主题发言或读书笔记； 
（4）考核方式：由导师综合评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的一般要求：主题属于本专业方向学术领域的新问题或重大问题范畴；题
目应具体、明确，体现深入研究的学术精神；全文体系须有逻辑性，论证清晰，具
有较强的分析性与说服力；内容须丰富、扎实，有50个以上的规范性注释和20篇以
上文献目录（包括5篇以上外文文献）；全文字数3.5至5万。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两
个学期。（2）论文开题的要求：在第四学期结束前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开题报告；
题目表述须含国际法研究因素；开题报告须包括论文题目及论证、论文提纲、已阅
读和将阅读的主要文献目录；开题报告篇幅至少5000字；开题报告须经导师本人审
阅和开题论证委员会讨论通过。（3）论文写作的要求：在开题报告通过后，在以导
师为主的3人指导小组集体指导下从事论文写作，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初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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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导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在论文答辩前2个月完成修改，由论文指导小组进行
论文预答辩审查，并决定该论文可否提交正式答辩及其修改意见；在论文正式答辩
前1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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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答辩及其评分：在论文送审后至少2周方可举行正式答辩；答辩时间不得少于40
分钟；评分为优（平均85-100分）、良（70-84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59
分以下）。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有比较宽厚的专业知识，修满学分，且平均成绩为良以上，非法学本科毕业者，
须补修民法、刑法、民诉法和刑诉法四门课程，成绩合格，这是从事本专业各方向
研究的基础。（2）能够在导师指导下，从事专题研究，撰写2-3篇学术论文，其中
至少2篇达到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水平。（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熟悉专业外
文文献，具有较强的中、外文口头表达能力，能够以外文作15分钟学术报告，并掌
握计算机运用技术。（4）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能够独立讲授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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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期
刊发表的水平。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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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柏华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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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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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法；（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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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志安副教授 

 

4 
国际金融法（限
硕士生） 

（1）国际金融机构法律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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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柏华教授；王伟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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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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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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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620004 国际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26 国际经济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LAW620052 冲突法研究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AW620027 国际金融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20029 国际公法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AW630027 欧盟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28 国际服务贸易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38 国际投资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68 国际金融信托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70 海商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LAW630076 

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
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77 国际贸易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86 国际仲裁与诉讼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96 国际可持续发展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830027 国际海关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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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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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法文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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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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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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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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 0351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培养坚守职业伦理、复合职业技能、有潜力应对法治化和全
球化的应用性卓越法治人才。该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将在增强学生法学理论素养的同
时，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法律实务应用能力。为此，将开设适当数量的专业应用型课
程，并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和法律实务训练。 
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同时，还将培养该专业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其在法学各学
科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并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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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5   
 学位专业课 6 13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3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学术活动（2学分） 
学生在接受系统的法科训练的基础上，须利用业余时间参加5场以上法律实务前沿系
列讲座。一般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 
2、专业实践（法律实践） 
“法律实践”的学分数为3学分。 
由学生利用寒暑假和业余时间自行安排，实习内容必须和法律实际相关，实习时间
累计不少于30天，由实习单位开具实习证明。一般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求对法学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贯彻理
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深入法学理论。 
2、论文选题应进行开题报告，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3、论文观点鲜明、正确，所引资料翔实、可靠，内容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4、论文字数不少于2万字。 
5、按三年制的学制安排，论文开题工作在第5学期进行，第5学期、第6学期进行论
文写作，第6学期结束前参加论文答辩。 
6、论文评阅和论文答辩的标准和程序要求，按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的有关文件规
定执行。 
7、学位论文的学分数为10学分（由于系统技术原因，只做学院内部记载，不计入研
究生系统及其他证明文件中）。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系统掌握法学领域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2、能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解决法律实际问题，具备从事相关实际工作的技
能。 
3、具有较强的文献检索能力。 
4、在导师的指导下，了解本专业前沿的发展动态，能独立开展本领域热点问题的研
究工作。 
5、能运用外语较熟练地参阅外文专业书刊。 

 

六、 学习年限  
 攻读“法律（非法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3年。课程教学时间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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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期。 

七、 其他  

 

1、切实加强对学生参加法律实践的指导与管理，同时，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
改革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 
2、学位论文工作中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写作与答辩等主要环节在校内完成。
3、在加强课程学习与理论研究的同时，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努力开展实务
技能和实践活动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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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法学（含法
律史） 

主要研究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
观和法学方法论，熟悉主要法理学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中国
法律史、外国法律史，熟悉和掌握中外法律制度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 

孙笑侠教授博导 
侯健教授 
张光杰副教授 
杨晓畅副教授 
郭建教授博导 
王志强教授博导 
赵立行教授博导 
韩涛副教授 
 

 

2 宪法与行政法 
主要研究宪政制度、宪政基础理论以及宪政制度在社会领域中
的体现和发展；研究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对中国行
政法律制度的理论理解能力以及实践参与能力。 

董茂云教授博导 
潘伟杰教授博导 
朱淑娣教授博导 
刘志刚教授博导 
王蔚副教授 
杜仪方副教授 
 

 

3 民商法 
主要研究民法、商法的基础理论问题及公司法、知识产权法、
金融法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 

刘士国教授博导 
季立刚教授博导 
胡鸿高教授博导 
王全弟教授博导 
段匡教授博导 
陈乃蔚教授 
孙晓屏副教授 
徐新林副教授 
白国栋副教授 
许凌艳副教授 
蒋云蔚副教授 
李小宁副教授 
李世刚副教授 

 

4 诉讼法 
主要研究民事领域和刑事领域的诉讼程序基本理论问题和相
关实务问题。 

章武生教授博导 
马贵翔教授博导 
段厚省教授博导 
徐美君教授 
杨严炎副教授 

 

5 国际法 
主要研究国际法领域基础理论以及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
学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 

张乃根教授博导 
孙南申教授博导 
龚柏华教授博导 
何力教授博导 
陈梁教授博导 
陈力教授博导 
马忠法教授博导 
王伟教授 
高凌云教授 
陆志安副教授 
梁咏副教授 
 

 

6 经济法 
主要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以及竞争法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
实务问题。 

季立刚教授博导 
胡鸿高教授博导 
张建伟教授博导 
 

 

7 刑法学 
主要研究刑法学和犯罪学，在刑法基础理论和实际运用领域等
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陈浩然教授博导 
汪明亮教授博导 
杜宇教授博导 
 

 

8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 

主要研究国内、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理论和实务问题。 

段匡教授博导 
张梓太教授博导 
李传轩副教授 
陶蕾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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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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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620001 法理学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04 刑法学 法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05 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06 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09 国际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0 中国法制史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1 宪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6 民法学 法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8 经济法学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3 法律文书课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4 

法律诊所与模拟法庭
训练 

法学院 4 72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5 法律谈判课 法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JM620012 国际经济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3 国际私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9 外国法律史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0 商法学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1 

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
方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2 知识产权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3 环境资源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M630006 国际贸易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07 合同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08 专利法 法学院 2 36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09 物权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0 金融法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1 证据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2 票据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ST612016 专业外语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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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陈光中 必读  
2 法律帝国 德沃金 必读  
3 司法的理念与制度 贺卫方 必读  
4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5 民商法论丛 梁慧星 必读  
6 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 刘得宽 必读  
7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王泽鉴 必读  
8 国际贸易法文选中文版 施米托夫 必读  
9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高桥宏志 必读  
10 新刑法学 高铭暄 必读  
11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必读  
12 法商研究 中南政法大学 必读  
13 民法债权 王家福 选读  
14 理想国 柏拉图 必读  
15 认真对待权利 德沃金 必读  
16 法律的概念 哈特 必读  
17 社会契约论 卢梭 必读  
18 正义论 罗尔斯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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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萨维尼 必读  
20 行政法 韦德 必读  
21 经济法学 李昌麒 必读  
22 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王明远 必读  
23 世界贸易体制（第2版）中、英文版 杰克逊 必读  
24 刑事诉讼法 田口守一 必读  
25 论犯罪与刑罚 贝卡里亚 必读  
26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刊 北大出版社 必读  
27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 必读  
28 中国国际法年刊 法律出版社 必读  
29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必读  
30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学院 必读  
31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32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33 民法总论、债法总论 史尚宽 选读  
34 英美证据法 沈达明 选读  
35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谷口安平 选读  
36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北京大学 选读  
37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法律出版社 选读  
38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复旦大学 选读  
39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选读  
40 经济法制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选读  
41 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社科院 选读  
42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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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专业学位） 0351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培养坚守职业伦理、复合职业技能、有潜力应对法治化和全
球化的应用性卓越法治人才。该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将在增强学生法学理论素养的同
时，致力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准和法律实务应用能力。为此，将开设适当数量
的专业应用型课程，并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和法律实务训练。 
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同时，还将培养该专业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其在法学各学
科领域内掌握系统专门知识、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并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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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2   
 学位专业课 4 9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学术活动（2学分） 
学生在接受系统的法科教育基础上，须利用业余时间参加5场以上法律实务前沿系列
讲座。一般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 
2、专业实践（法律实践） 
学分数为6学分。 
由学生利用第4学期和寒暑假等业余时间自行安排，实习内容应和法律实际相关，实
习时间一般不少于120天，由实习单位开具实习证明。第4学期结束前完成，学生须
撰写实习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确定选题前要求对法学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的调查研究，选题应贯彻理
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深入法学理论。 
2、论文选题应进行开题报告，经过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3、论文观点鲜明、正确，所引资料翔实、可靠，内容结构严谨，行文流畅。 
4、论文字数不少于2万字。 
5、按两年制的学制安排，论文开题工作在第3学期进行，第3学期、第4学期进行论
文写作，第4学期结束前参加论文答辩。 
6、论文评阅和论文答辩的标准和程序要求，按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的有关文件规
定执行。 
7、学位论文的学分数为5学分（由于系统技术原因，只做学院内部记载，不计入研
究生系统及其他证明文件中）。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系统掌握法学领域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2、能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解决法律实际问题，具备从事相关实际工作的技
能。 
3、具有较强的文献检索能力。 
4、在导师的指导下，了解本专业前沿的发展动态，能独立开展本领域热点问题的研
究工作。 
5、能运用外语较熟练地参阅外文专业书刊。 

 

   

342



·343· 

六、 学习年限  

 攻读“法律（法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2年。课程教学时间一般为3
学期。 

 

七、 其他  

 

1、切实加强对学生参加法律实践的指导与管理，同时，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
改革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 
2、学位论文工作中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写作与答辩等主要环节在校内完成。
3、在加强课程学习与理论研究的同时，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努力开展实务
技能和实践活动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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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法学（含法
律史） 

主要研究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
观和法学方法论，熟悉主要法理学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中国
法律史、外国法律史，熟悉和掌握中外法律制度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 

孙笑侠教授博导 
侯健教授 
张光杰副教授 
杨晓畅副教授 
郭建教授博导 
王志强教授博导 
赵立行教授博导 
韩涛副教授 
 

 

2 宪法与行政法 
主要研究宪政制度、宪政基础理论以及宪政制度在社会领域中
的体现和发展；研究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培养学生对中国行
政法律制度的理论理解能力以及实践参与能力。 

董茂云教授博导 
潘伟杰教授博导 
朱淑娣教授博导 
刘志刚教授博导 
王蔚副教授 
杜仪方副教授 
 

 

3 民商法 
主要研究民法、商法的基础理论问题及公司法、知识产权法、
金融法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 

刘士国教授博导 
季立刚教授博导 
胡鸿高教授博导 
王全弟教授博导 
段匡教授博导 
陈乃蔚教授 
孙晓屏副教授 
徐新林副教授 
白国栋副教授 
许凌艳副教授 
蒋云蔚副教授 
李小宁副教授 
李世刚副教授 
 

 

4 诉讼法 
主要研究民事领域和刑事领域的诉讼程序基本理论问题和相
关实务问题。 

章武生教授博导 
马贵翔教授博导 
段厚省教授博导 
徐美君教授 
杨严炎副教授 
 

 

5 国际法 
主要研究国际法领域基础理论以及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
学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 

张乃根教授博导 
孙南申教授博导 
龚柏华教授博导 
何力教授博导 
陈梁教授博导 
陈力教授博导 
马忠法教授博导 
王伟教授 
高凌云教授 
陆志安副教授 
梁咏副教授 
 

 

6 经济法 
主要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以及竞争法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
实务问题。 

季立刚教授博导 
胡鸿高教授博导 
张建伟教授博导 
 

 

7 刑法学 
主要研究刑法学和犯罪学，在刑法基础理论和实际运用领域等
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陈浩然教授博导 
汪明亮教授博导 
杜宇教授博导 
 

 

8 环境与资源保 主要研究国内、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理论和实务问题。 段匡教授博导  
343



·344· 

护法 张梓太教授博导 
李传轩副教授 
陶蕾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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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620005 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06 刑事诉讼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09 国际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1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4 法理学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5 民法学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6 刑法学专题 法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7 宪法学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9 中国法制史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30 经济法专题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JM620028 模拟法庭训练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31 法律职业规范与伦理 法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32 法律文书训练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5 法律谈判课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JM620003 商法学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2 知识产权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20023 环境资源法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06 国际贸易法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JM630010 金融法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19 公司法与破产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AW630038 国际投资法研究 法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ST612016 专业外语 法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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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国 柏拉图 必读  
2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陈光中 必读  
3 法律帝国 德沃金 必读  
4 认真对待权利 德沃金 必读  
5 法律的概念 哈特 必读  
6 司法的理念与制度 贺卫方 必读  
7 社会契约论 卢梭 必读  
8 正义论 罗尔斯 必读  
9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萨维尼 必读  
10 行政法 韦德 必读  
11 民商法论丛 梁慧星 必读  
12 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 刘得宽 必读  
13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王泽鉴 必读  
14 经济法学 李昌麒 必读  
15 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王明远 必读  
16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高桥宏志 必读  
17 刑事诉讼法 田口守一 必读  
18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学院 必读  
19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必读  
20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21 法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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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商研究 中南政法大学 必读  
23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谷口安平 选读  
24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北京大学 选读  
25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 法律出版社 选读  
26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复旦大学 选读  
27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选读  
28 经济法制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选读  
29 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社科院 选读  
30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选读  
31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必读  
32 世界贸易体制（第2版）中、英文版 杰克逊 必读  
33 国际贸易法文选中文版 施米托夫 必读  
34 论犯罪与刑罚 贝卡里亚 必读  
35 新刑法学 高铭暄 必读  
36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刊 北大出版社 必读  
37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 必读  
38 中国国际法年刊 法律出版社 必读  
39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必读  
40 民法总论、债法总论 史尚宽 选读  
41 民法债权 王家福 选读  
42 英美证据法 沈达明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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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所  
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训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在课程与教学论领
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一门
外语和计算机工具，具有独立从事专门研究、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能在教育行政
部门、高校、中学及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担任教育管理者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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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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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顶岗实习：到本校研究生院或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或到教育行政部门从事教
育行政管理的实践活动，时间为一个月至一学期不等，考核的方式和内容是本人提
交实习报告，汇报参加顶岗实习的收获，由实习部门和所里进行综合评定。 
（2）社会调查：根据本学科承担的科研项目或学校有关部门的需要进行社会调查，
时间为2－3周，考核方式及内容为撰写调查报告及参加调查工作的态度和成效。 
（3）在学期间至少参加6次与本专业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讲座，考核方式：根据讲
座内容提交相关论文或研究笔记（交指导老师审阅） 
（4）参加以本学科各个研究方向及教育热点、教育学科发展前沿问题为主要内容的
讨论班，并在讨论班作至少4次系统发言，考核方式：以发言提纲作为评定依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
的调查研究。 
（2）选题确定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并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 
（3）选题确定后，要有计划地阅读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
研究状况。 
（4）在第五学期中期考核汇报会上报告论文的进展状况。 
（5）论文要观点鲜明，基本思路清晰，逻辑结构严谨，立论有据，行文流畅，引用
资料翔实、可靠。 
（6）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个学期，字数达到3万字左右，写作格式严谨、规范，包
括题目、目录、摘要（中、英文）、正文和参考文献等5个部分。 
（7）论文经修改后应能达到在国家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系统、扎实的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对于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及理
论前沿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2）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能独立思考，追踪和发现本学科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能
独立开展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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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本学科承担的科研项目，能独立承担适当的研究任务，并达到项目要求；
（5）要求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2－3篇，其中至少一篇在高等教育核心刊物上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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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与教学评
价 

课程与教学评价是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重要领域，也是教育评
价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方向以多学科视野，对评价进行多层次、
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关注我国课程与教学评
价的现实问题，侧重研究高等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评价问题。 

乐毅副研究员 
张晓鹏副研究员 
徐冬青副研究员 

 

2 比较课程论 

本方向通过对当代世界各国课程、教学理论和课程、教学实践
及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探讨其相似性与差异性，揭示课程、
教学发展的一般原理、规律和趋势，发展课程、教学理论，进
而指导课程、教学实践。本研究方向以解决我国课程与教学改
革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侧重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比较研究，
同时兼顾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比较研究。 

乐毅副研究员 
张晓鹏副研究员 
徐冬青副研究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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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620002 高等教育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0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33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25 大学课程论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31 教育经济与财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DU620032 高等教育管理学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DU620009 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8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
教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40 
教育统计学及软件应
用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630041 比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DU630042 课程管理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其他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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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哲学 [美]布鲁贝克   
2 比较高等教育 阿特巴赫   
3 教育评价学 陈玉琨   
4 高等教育管理学 薛天祥、唐玉光   
5 现代课程论 钟启泉   
6 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 钟启泉、张华   
7 课程设计基础 钟启泉   
8 大学课程论 周川   
9 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理论研究 王伟廉   
10 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 王伟廉   
11 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 王伟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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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等学校文理基础学科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王伟廉   
13 大学课程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唐德海   
14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5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16 现代大学教育 中南大学   
17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18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19 上海教育科研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0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2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22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   
23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 中国高等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高教学会、教科院   
26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27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28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9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30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31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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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 040106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训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在课程与教学论领
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一门
外语和计算机工具，具有独立从事专门研究、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能在教育行政
部门、高校、中学及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担任教育管理者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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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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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顶岗实习：到本校研究生院或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或到教育行政部门从事教
育行政管理的实践活动，时间为一个月至一学期不等，考核的方式和内容是本人提
交实习报告，汇报参加顶岗实习的收获，由实习部门和所里进行综合评定。 
（2）社会调查：根据本学科承担的科研项目或学校有关部门的需要进行社会调查，
时间为2－3周，考核方式及内容为撰写调查报告及参加调查工作的态度和成效。 
（3）在学期间至少参加6次与本专业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讲座，考核方式：根据讲
座内容提交相关论文或研究笔记（交指导老师审阅） 
（4）参加以本学科各个研究方向及教育热点、教育学科发展前沿问题为主要内容的
讨论班，并在讨论班作至少4次系统发言，考核方式：以发言提纲作为评定依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
的调查研究。 
（2）选题确定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并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 
（3）选题确定后，要有计划地阅读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
研究状况。 
（4）在第五学期中期考核汇报会上报告论文的进展状况。 
（5）论文要观点鲜明，基本思路清晰，逻辑结构严谨，立论有据，行文流畅，引用
资料翔实、可靠。 
（6）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个学期，字数达到3万字左右，写作格式严谨、规范，包
括题目、目录、摘要（中、英文）、正文和参考文献等5个部分。 
（7）论文经修改后应能达到在国家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系统、扎实的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对于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及理
论前沿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2）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能独立思考，追踪和发现本学科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能
独立开展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4）参加本学科承担的科研项目，能独立承担适当的研究任务，并达到项目要求；
（5）要求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2－3篇，其中至少一篇在高等教育核心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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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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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管理 

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公共管理，包括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结构、
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高等教育社会治理、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分
析、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高等教育评估等；同时研究高等
学校内部管理，包括现代大学制度、高等学校的管理与经营、
大学管理文化等。本研究方向贴近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
际，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有较强的应用性。 

熊庆年研究员博导 
刘承功副研究员 
刘凡丰副研究员 

 

2 比较高等教育 

主要研究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势、模式及其规律，研究各国
高等教育的制度、管理体制与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研究国外大
学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同时进行国
别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主题，如高
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高
等教育的网络化、高等教育贸易服务等。本研究方向立足于为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有很强的现实性 

张晓鹏副研究员  

3 
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 

主要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特别注意
结合我国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研究国家研
究生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生教育政策、学校研究生教育
的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教育评估等实践中的重
大问题，有很强的实务性 

吴宏翔副研究员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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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620002 高等教育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0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33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25 大学课程论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31 教育经济与财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DU620032 高等教育管理学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DU620009 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8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
教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DU630040 
教育统计学及软件应
用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630041 比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DU630042 课程管理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其他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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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王承绪   
2 《高等教育学》 杜作润廖文武   
3 《新编高等教育学》 潘懋元   
4 《比较高等教育》 符明娟   
5 《比较高等教育》 阿特巴赫   
6 《中国高等教育史》 熊明安   
7 《教育经济学》 [美]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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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高等教育史》 郑登云、余立   
9 《外国高等教育史》 黄福涛等   
10 《高等教育管理学》 姚启和   
11 《中日美三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强连庆等   
12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3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14 现代大学教育 中南大学   
1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16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17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18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   
19 教育评论 福建教科所、福建教育学会   
20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1 中国高等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2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教科院   
23 江苏高教 江苏省教育厅   
24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25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6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27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28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29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30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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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语文）（专业学位） 045103  
            
一、 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用复旦百年积淀反哺基础教育，培育新一代具有全球视野、知识面开阔、
专业性强、会研究的新一代高水平中学教师。具体目标：1.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养和
职业道德，有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感。2．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较高的
学识修养、扎实的专业功底。3．具有国际的视野、较高的专业外语水平、自主专业
发展的能力。4．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5．具有
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富有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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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学位专业课 5 10   
 专业选修课 4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8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1年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
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其中到中学进行
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半年。 
为契合专业学位强专业、重实践的特点，高等教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以及
复旦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密切合作，组合教育、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三方联合的
师资团队，聘请两校的特级教师以及一批骨干教师作为教育专业硕士的兼职导师，
同时高教所也与文、史、哲的相关院系协商，聘请部分教授为教育专业硕士学生开
设专业课程，或允许教育专业硕士学生选修他们院系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在研究生指导上要求： 
1.研究生在选定导师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学习与研究计划，并在入学六个
月内提交所研究生秘书处备案。 
2．课程学习环节应注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生可根据本人学习计划合理安
排课程学习时间，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完成规定的全部学分。 
3．高度重视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密切结合中学教育教学实
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研究生研究教育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习和实践
在实习单位完成。实习结束后要提交教育实践总结报告。 
4．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的指导工作。
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紧密联系我国基础教育，着重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中学
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
教材分析和教学案例设计等多种形式。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研究计划、开题报告、论文进展报告和
论文评阅与答辩等。1．研究计划硕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初拟论文选题范围，
并在入学后六个月内制定研究计划，提交各培养单位备案。2．论文开题报告硕士生
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审查应重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
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3．论文进展报告硕士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应
定期向导师作进展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4．论文评阅与答辩硕士
生学位论文必须由导师认可，并经专家评阅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有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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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富
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本专业与教育学硕士培养目标不同，不是面向学术发展，而是重在应用。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年  
七、 其他  

 

本专业学制两年，第一年不分学科，进行教师基本职业素养、教育基础教学实践和
研究能力的培养；第二学年根据本科专业背景和兴趣，在教学实践基地导师指导下，
按中学学科分科进行学科教学能力培养，一边开展教学实习实践，一边进行学位论
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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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语文教学 
主要面向重点高中主干学科课程 
中学语文教学 
 

黄玉峰特级教师 
黄荣华特级教师 
姜乃振高级教师 
吴坚高级教师 
陆宏亮高级教师 
熊庆年研究员博导 
林荣日研究员博导 
牛新春研究员博导 
张晓鹏副研究员 
刘凡丰副研究员 
乐毅副研究员 
徐冬青副研究员 
丁妍副研究员 
田凌晖副研究员 
陆一讲师 
李会春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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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62001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8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1 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15 学校组织与领导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7 课程与教材分析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1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0 学科基础与前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3 
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分学科)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DU620022 教师职业伦理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3 
学校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4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与
应用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5 学校及班级管理实务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6 教育改革前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7 德育研究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8 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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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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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   
2 《当代教育学》 袁振国   
3 《现代课程论》 钟启泉   
4 《课程与教学论》 张华   
5 《中国近代课程史论》 吕达   
6 《中国教学论史》 董远骞   
7 《学与教的心理学》 皮连生   
8 《结构化与定向化的教学心理学》 冯忠良   
9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 布兰思福特   
10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钟启泉等   
11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汇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走进新课程》 朱慕菊   
13 《教育评价》 （美）布卢姆   
14 《民主主义与教育》 约翰•杜威   
15 《普通教育学》 赫尔巴特   
16 《爱弥儿》 卢梭   
17 期刊《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8 期刊《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19 期刊《基础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20 期刊《课程教材教法》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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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数学）（专业学位） 045104  
            
一、 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用复旦百年积淀反哺基础教育，培育新一代具有全球视野、知识面开阔、
专业性强、会研究的新一代高水平中学教师。具体目标：1.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养和
职业道德，有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感。2．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较高的
学识修养、扎实的专业功底。3．具有国际的视野、较高的专业外语水平、自主专业
发展的能力。4．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5．具有
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富有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本专业与教育学硕士培养目标不同，不是面向学术发展，而是
重在应用。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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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学位专业课 5 10   
 专业选修课 4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8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1年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
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其中到中学进行
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半年。 
为契合专业学位强专业、重实践的特点，高等教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以及
复旦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密切合作，组合教育、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三方联合的
师资团队，聘请两校的特级教师以及一批骨干教师作为教育专业硕士的兼职导师，
同时高教所也与文、史、哲的相关院系协商，聘请部分教授为教育专业硕士学生开
设专业课程，或允许教育专业硕士学生选修他们院系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在研究生指导上要求： 
1.研究生在选定导师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学习与研究计划，并在入学六个
月内提交所研究生秘书处备案。 
2．课程学习环节应注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生可根据本人学习计划合理安
排课程学习时间，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完成规定的全部学分。 
3．高度重视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密切结合中学教育教学实
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研究生研究教育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习和实践
在实习单位完成。实习结束后要提交教育实践总结报告。 
4．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的指导工作。
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紧密联系我国基础教育，着重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中学
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
教材分析和教学案例设计等多种形式。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研究计划、开题报告、论文进展报告和论文评阅与答辩等。1．研究计划硕士生应在
导师指导下，尽早初拟论文选题范围，并在入学后六个月内制定研究计划，提交各
培养单位备案。2．论文开题报告硕士生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
告的审查应重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3．论文
进展报告硕士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作进展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
下不断完善论文。4．论文评阅与答辩硕士生学位论文必须由导师认可，并经专家评
阅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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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有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 
有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富
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本专业与教育学硕士培养目标不同，不是面向学术发展，而是重在应用。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年  
七、 其他  

 

本专业学制两年，第一年不分学科，进行教师基本职业素养、教育基础教学实践和
研究能力的培养；第二学年根据本科专业背景和兴趣，在教学实践基地导师指导下，
按中学学科分科进行学科教学能力培养，一边开展教学实习实践，一边进行学位论
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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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数学教学 
主要面向重点高中主干学科课程 
中学数学教学 

李秋明特级教师 
张雪明高级教师 
蔡剑金高级教师 
奚高峰高级教师 
钱永菊高级教师 
熊庆年研究员博导 
林荣日研究员博导 
牛新春研究员博导 
张晓鹏副研究员 
刘凡丰副研究员 
乐毅副研究员 
徐冬青副研究员 
丁妍副研究员 
田凌晖副研究员 
陆一讲师 
李会春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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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62001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8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1 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15 学校组织与领导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7 课程与教材分析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20 学科基础与前沿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3 

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分学科)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DU620022 教师职业伦理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3 

学校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4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与
应用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5 学校及班级管理实务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6 教育改革前沿 高等教育研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7 德育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8 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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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基础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2 期刊《课程教材教法》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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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   
4 《当代教育学》 袁振国   
5 《现代课程论》 钟启泉   
6 《课程与教学论》 张华   
7 《中国近代课程史论》 吕达   
8 《中国教学论史》 董远骞   
9 《学与教的心理学》 皮连生   
10 《结构化与定向化的教学心理学》 冯忠良   
11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 布兰思福特   
1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钟启泉等   
13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汇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 《走进新课程》 朱慕菊   
15 《教育评价》 （美）布卢姆   
16 《民主主义与教育》 约翰•杜威   
17 《普通教育学》 赫尔巴特   
18 《爱弥儿》 卢梭   
19 期刊《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 期刊《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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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位） 045108  
            
一、 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用复旦百年积淀反哺基础教育，培育新一代具有全球视野、知识面开阔、
专业性强、会研究的新一代高水平中学教师。具体目标：1. 具有良好的思想素养和
职业道德，有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感。2．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较高的
学识修养、扎实的专业功底。3．具有国际的视野、较高的专业外语水平、自主专业
发展的能力。4．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5．具有
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富有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本专业与教育学硕士培养目标不同，不是面向学术发展，而是
重在应用。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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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学位专业课 5 10   
 专业选修课 4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8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1年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
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其中到中学进行
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半年。 
为契合专业学位强专业、重实践的特点，高等教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以及
复旦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密切合作，组合教育、学科（专业）、教学实践三方联合的
师资团队，聘请两校的特级教师以及一批骨干教师作为教育专业硕士的兼职导师，
同时高教所也与文、史、哲的相关院系协商，聘请部分教授为教育专业硕士学生开
设专业课程，或允许教育专业硕士学生选修他们院系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在研究生指导上要求： 
1.研究生在选定导师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学习与研究计划，并在入学六个
月内提交所研究生秘书处备案。 
2．课程学习环节应注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生可根据本人学习计划合理安
排课程学习时间，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完成规定的全部学分。 
3．高度重视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密切结合中学教育教学实
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研究生研究教育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习和实践
在实习单位完成。实习结束后要提交教育实践总结报告。 
4．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的指导工作。
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紧密联系我国基础教育，着重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中学
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
教材分析和教学案例设计等多种形式。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研究计划、开题报告、论文进展报告和论文评阅与答辩等。1．研究计划硕士生应在
导师指导下，尽早初拟论文选题范围，并在入学后六个月内制定研究计划，提交各
培养单位备案。2．论文开题报告硕士生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
告的审查应重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3．论文
进展报告硕士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作进展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
下不断完善论文。4．论文评阅与答辩硕士生学位论文必须由导师认可，并经专家评
阅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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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有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 
有一定的教育研究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富
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本专业与教育学硕士培养目标不同，不是面向学术发展，而是重在应用。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年  
七、 其他  

 

本专业学制两年，第一年不分学科，进行教师基本职业素养、教育基础教学实践和
研究能力的培养；第二学年根据本科专业背景和兴趣，在教学实践基地导师指导下，
按中学学科分科进行学科教学能力培养，一边开展教学实习实践，一边进行学位论
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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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英语教学 
主要面向重点高中主干学科课程 
中学英语教学 

吴芸高级教师 
耿鋆高级教师 
曹彦高级教师 
熊庆年研究员博导 
林荣日研究员博导 
牛新春研究员博导 
张晓鹏副研究员 
刘凡丰副研究员 
乐毅副研究员 
徐冬青副研究员 
丁妍副研究员 
田凌晖副研究员 
陆一讲师 
李会春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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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62001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8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1 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15 学校组织与领导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7 课程与教材分析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0 学科基础与前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23 

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分学科)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DU620022 教师职业伦理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3 
学校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4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与
应用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5 学校及班级管理实务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6 教育改革前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7 德育研究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18 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研
究所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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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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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基础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2 期刊《课程教材教法》 首都师范大学   
3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   
4 《当代教育学》 袁振国   
5 《现代课程论》 钟启泉   
6 《课程与教学论》 张华   
7 《中国近代课程史论》 吕达   
8 《中国教学论史》 董远骞   
9 《学与教的心理学》 皮连生   
10 《结构化与定向化的教学心理学》 冯忠良   
11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 布兰思福特   
1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钟启泉等   
13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汇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 《走进新课程》 朱慕菊   
15 《教育评价》 （美）布卢姆   
16 《民主主义与教育》 约翰•杜威   
17 《普通教育学》 赫尔巴特   
18 《爱弥儿》 卢梭   
19 期刊《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 期刊《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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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 047101  
            
一、 培养目标  

 

通过系统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在教育经济与管理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
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工具，具有独立担负本学科的科学研究
和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能力，能在企业、学校、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独立从事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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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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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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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到高校、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教育机构从事教育行政管理或研究
的实践活动，时间为一个月至一学期不等，考核的方式和内容是本人提交实习报告，
由实习部门和所里进行综合评定。 
学术活动：在学期间至少参加6次与本专业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术讲座；考核方式：由
指导教师认定。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要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选题前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动态作充分
的调查研究。 
（2）选题确定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并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 
（3）要有计划地阅读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 
（4）在中期考核汇报会上报告论文的进展状况。 
（5）论文要观点鲜明，基本思路清晰，逻辑结构严谨，立论有据，行文流畅，引用
资料翔实、可靠，符合学术规范。 
（6）论文写作时间不少于2个学期，字数达到2万字以上，写作格式严谨、规范，包
括题目、目录、摘要（中、英文）、正文和参考文献等5个部分。 
（7）论文经修改后应能达到在国家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系统、扎实的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对于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趋势及理
论前沿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2）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能独立思考，追踪和发现本学科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并
独立开展研究；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4）参加本学科承担的科研项目，能独立承担适当的研究任务，并达到项目要求；
（5）要求在学期间至少在规定的教育刊物上独立公开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六、学习年限  
 一般为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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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教育经济 

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指导，着重比较研
究国内外教育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教育投资选择机制、教育投资的种类及其影响因素；高校教育
成本机制、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的核算内涵与核算方法；教育
收益率与教育内部回收率的测算方法；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测算方法；教育财政问题等。 

林荣日研究员博导 
牛新春研究员博导 
沈百福研究员 
张珏研究员 

 

2 
教育管理与人
力资源开发 

主要研究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和策略，教育与人力资源开
发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通过
改善教育管理模式和机制，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同时研究企业、学校、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开
发和管理问题。 

 
吴宏翔副研究员 
丁妍副研究员 
田凌晖副研究员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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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620002 高等教育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04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33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EDU620025 大学课程论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31 教育经济与财政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DU620032 高等教育管理学 
高等教育研
究所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DU620009 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6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
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1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20028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
教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DU630040 
教育统计学及软件应
用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DU630041 比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DU630042 课程管理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
究所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其他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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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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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评价与测量》 金娣、王钢   
7 《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 曾满超   
8 《教育经济学研究》 厉以宁   
9 《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 王善迈   
10 《管理心理学》 苏东水   
11 《人力资本投资》 [美]西奥多.W舒尔茨   
12 《人力资本研究》 [美]雅各布.明塞尔   
13 《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 曾满超、曲恒昌等译   
14 教育组织行为学 [美]罗伯特•G•欧文斯   
15 政治、市场和学校 [美]约翰•E•丘伯、泰力•M•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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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学校、政府和市场 
 

[英]杰夫•惠迪等 
 

  
17 《人力资本》 [美]加里贝克尔   
18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9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20 华中科技大学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21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22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2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4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研究会   
25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26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27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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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系  
旅游管理 120203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社会主义道德和审美情趣，热爱旅游事业，身体健康的开拓性
的研究型和管理型人才。 
在专业上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了解国内理论结合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了解
中外旅游业的发展态势，同时具有一定的实践知识和服务意识，能独立的解决实际
问题，具有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适应新世纪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业和相关行业发
展的需要。具有独立选题、收集资料、市场调查、撰写相当质量的论文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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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专业选修课 2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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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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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专业应用型和
实践性比较强的特点，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加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
和培养。要安排几个月的时间，结合课题进行旅游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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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创新能力，能够独立地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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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当前旅游界的若干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由教师或邀请学术界、理论界的
专家学者、实际部门的经营管理人员开设讲座，或开展讨论。 
（2）须参加6－8次，就有关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收集相应的资料，了解掌握相关
的学术动态，并有自己的见解，锻炼提高解决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核方
式：讨论总结/读书报告/理论文章。 
（3）根据自己研究专题，作一次学术报告，介绍与专题相关的研究现状、相关理论
和方法。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要硕密切结合本学科发展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对专业建设和行业发展有所贡献。要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借鉴国内
外最新研究成果，使研究水准保持在学科前沿； 
（2）学位论文选题及开题报告至迟须在第三学期末完成； 
（3）学位论文选题须经导师审核同意，教研室讨论； 
（4）论文要遵守学术规范，观点上要有独立的见解，具有一定创新性，理论上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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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见；要做到题旨明确，立论正确，论据充分；用词准确，行文流畅； 
（5）能够达到专业核心刊物发表的水平，或者能够被主管部门或相关事业单位采纳
与肯定； 
（6）论文写作时，要占有主要的中外文文献资料及电脑提供的网上信息，运用实地
考察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资料的引用要准确无误，并完整的注明出处； 
（7）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位论文正文不少于3万字，附有外文提要； 
（8）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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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硕士生应具备独立的科研能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要有所创新； 
（3）能够站在学科前沿，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与研究成果，并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中
发现论题，收集有关资料； 
（4）通过硕士外语学位要求，能够阅读外文文献。 

 

六、 学习年限  
 学制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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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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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晓鸣教授博导 
沈祖祥副教授 
巴兆祥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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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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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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000 研究方法（1）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01 旅游产业经济学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02 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10 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11 旅游文化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12 旅游策划学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13 旅游财务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TOUR620000 文化旅游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03 旅游规划原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04 

旅游文献的利用与研
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07 旅游消费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08 旅游法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20014 旅游经济与市场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TOUR630000 旅游市场调查与分析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01 旅游经济跨文化分析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01

0 
差旅管理流程再造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02 项目投资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03 旅游管理专题 旅游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04 国际旅游法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0 饭店管理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TOUR630011 国外旅游研究进展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2 遗产旅游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3 旅游企业战略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4 会展企业战略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5 

景点景区开发与管理
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6 都市旅游研究 旅游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7 旅游接待业战略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8 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19 旅游休闲学 旅游学系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TOUR630020 旅游社会学专题讲座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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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明杰，上海财经出版社，2005 必读  
2 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芮明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必读  
3 管理学----现代的观点 芮明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必读  
4 管理沟通 苏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必读  
5 品牌通鉴 苏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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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伦理学——理论与企业的实践 苏勇，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必读  
7 文化寻踪：有形和无形 顾晓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必读  
8 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 顾晓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必读  
9 

现代人寻找丢失的草帽 
（文化论评） 

顾晓鸣，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 必读  
10 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 必读  
11 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 必读  
12 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 

克拉克森，米勒，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9. 

必读  
13 现代旅游产业经济学 唐留雄，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 必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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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旅游经营资源概论 夏林根，山西教育出版社 必读  
16 中国旅游消费研究 宁士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必读  
17 旅游开发研究：原理、方法、实践(第二版) 保继刚，科学出版社，2003. 必读  
18 区域旅游规划原理 吴必虎，中国旅游出版,2001. 必读  
19 地理信息系统与文化资源管理 保罗•鲍克斯 必读  
20 方志学新论 巴兆祥，学林出版社，2004 必读  
21 财务管理学 王化成 必读  

22 
美国饭店业协会教育学院系列教材，主要包括：《国
际饭店管理》、《饭店业督导》、《饭店与旅游服
务业市场营销》等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必读  

23 旅游跨文化行为研究 
赖辛格等著、朱路平译，南开大学出版
社，2004 

必读  

24 旅游法规文件汇编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国旅游出
版社，1990 

必读  

25 旅游政策法规资料汇编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国旅游出
版社，1995 

必读  
26 企业并购财务管理 郑磊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选读  
27 旅游经济学（英文版）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选读  
28 Cultural Tourism Alf H.Walle，Westview Press1998 选读  
29 

Tourism: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Chris Cooper et al, Longman1998 选读  
30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 必读  
31 旅游研究与实践 桂林高等旅旅游专科学校 必读  
32 旅游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 必读  
33 中国旅游报 中国旅游协会 必读  
34 旅游管理 中国人大复印资料 必读  
35 Tourism Management 国外学术期刊 必读  
36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国外学术期刊 必读  
37 Leisure Sciences 国外学术期刊 必读  
38 Journal of Leisure Sciences 国外学术期刊 必读  
39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国外学术期刊 选读  
40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国外学术期刊 选读  
41 Journal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国外学术期刊 选读  
4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国外学术期刊 选读  
43 Tourism Analysis 国外学术期刊 选读  
44 Tourism Economics 国外学术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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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学位） 125400  
            
一、 培养目标  

 

响应国家将旅游业建设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要求，适应旅游业市场化、国际化的
发展趋势，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先进发展理念、高度创新能力、卓越领导才华、
突出沟通技能、对旅游业发展规律和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有深刻理解的高素质旅游经
营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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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1 3   
 专业外语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采用课堂教学、旅游经营管理实践和导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课堂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突出学生与教师、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邀请国内外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旅游行业资深人士和
经济管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介绍和评述旅游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前沿问题；在旅游
经营管理实践方面突出行业实训。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文应紧密结合旅游业的发展实际，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在校内导师和行业专
家共同指导独立完成。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也可以是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
或案例研究报告等。对论文的评价主要考核其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看其内容是否有新见解，或看其使用价值（如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贡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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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旅游管理原理，具备从事旅游领域管理工作需要的知识、专业思维、实践
能力与实施技巧。具备前瞻性的战略思维能力，能够把握旅游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新现象，解决旅游运行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备旅游业及相关行业的管理技能，能
够开发潜在资源，创造综合效益。具备开放的国际化视野，能够引领特定行业某一
领域的创新发展。 
（3）通过硕士外语学位要求，能够阅读外文文献。 

 

六、 学习年限  
 2.5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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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企业管理 

侧重开展旅游市场、旅行社、酒店、航空等旅游产业的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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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以政府机构、旅游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委托
代理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以实现旅游企业在动态复杂的市场
竞争环境中获得相对持久发展优势的经营目标。 

郭英之教授博导 
吴本副教授 
沈涵副教授 
郭旸副教授 

 

2 
目的地管理与
区域旅游发展 

侧重熟悉区域旅游发展的理念设计、项目规划、资金运作、配
置管理等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旨在提高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
业的规划人才，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应对复杂环境的策划规划
能力，通过游憩方式、产品内容、主题品牌、商业模式等先进
理念和手段方法，以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同时旅游产品的深

后智钢副教授 
翁瑾副教授 
王永刚副教授 
张歆梅讲师 
王莎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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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开发对市场需求的满足。 

3 
文化创意与休
闲旅游 

侧重关注旅游产业与文化、艺术、设计、体育、传媒等相关行
业的融合发展研究，适应未来旅游的休闲化发展趋势，深入研
究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休闲为主要目的，以旅游设施为条件，
以特定的文化创意和服务项目为内容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巴兆祥教授博导 
沈祖祥副教授 
孙云龙副教授 
沈莺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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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A620001 旅游产业经济分析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20002 
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
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20003 旅游营销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20004 旅游规划与战略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20005 旅游投资与财务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20006 服务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20007 旅游信息系统 旅游学系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TA630001 文化分析与企业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02 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TA630003 休闲与文化创意产业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TA630004 遗产旅游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05 旅游政策与法规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TA630006 旅游消费者行为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07 品牌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09 会展与奖励旅游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0 旅游市场案例分析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1 事件策划和管理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TA630012 酒店管理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3 旅游渠道管理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4 旅游企业管理前沿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5 创业课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其他  

MTA630016 旅游收益管理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7 邮轮经济与产业分析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A630018 领导力与沟通技巧 旅游学系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TOUR630003 旅游管理专题 旅游学系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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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文化学导论 沈祖祥，福建人民出版社 必读  
2 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与实践 翁瑾，新华出版社 必读  
3 中国民俗旅游新编 巴兆祥，福建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旅游市场营销 郭英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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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经济型酒店研究：动态视角下的结构演进 沈涵，四川大学出版社 必读  
6 集群化视角下的中国会展业资源整合 王永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必读  
7 旅游策划—理论、方法与定制化原创样本 沈祖祥，复旦大学出版社 必读  
8 

猴岛密码—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旅游成功典范
和模式 

沈祖祥，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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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古学及博物馆学领域内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文字和研究能力，能熟
练运用外语（一门）和计算机工具的高层次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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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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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 2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求参加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科研课题等学术实践活动。 
（2）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进行论文写作训练，至少在B类期
刊上发表（含录用）1篇专业学术论文。 
（3）每位硕士生必须作2次系统的学术专题发言，对象为本专业硕士生和本科生。
基本要求：能够提出问题，论述逻辑清晰以每次发言的提纲为评分依据。 
（4）在学期间参加本专业前沿讲座不得少于10次。 
（5）学术活动与实践，有4个学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确定选题前对本学科学术动态充分调查研究，选题有意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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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三万左右，写作时间不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专业扎实的理论基础； 
（2）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3）能独立开展理论研究； 
（4）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二至三年，或习惯称三年制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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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学与类型学
等内容的研究。 

考古学： 
陈淳教授博导 
高蒙河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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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碧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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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教育活动策划、博物馆公众服
务等方面的研究。 

陆建松教授博导 
陈红京教授博导 
郑奕副教授 

 

3 
文化遗产理论
和管理 

大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管理法律法规等。 
陶瓷鉴定与研究、外销瓷研究等。 
先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研究等。 
古建园林、造园艺术等。 

杜晓帆研究员博导 
蔡达峰教授博导 
朱顺龙教授博导 
刘朝晖教授博导 
高蒙河教授博导 
吕静教授博导 
陆建松教授博导 

 

4 文物保护 纸质文物保护、文物修复、玉器保护等。 
陈刚教授博导 
王荣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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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620000 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1 考古学理论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2 文化遗产研究专题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3 现代科技与文物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6 考古学方法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7 文物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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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620004 
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与
法规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6 文物专题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7 展示设计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1 藏品管理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3 陶瓷鉴定与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20 中国古陶瓷标本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23 展览策划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24 先秦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25 文物保护专题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CHM630001 中国青铜器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2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策
划与实施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3 明清瓷器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4 藏品保管实务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5 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6 
硅酸盐文物的材料学
基础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7 瓷器鉴定基础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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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MUSE630020 简帛学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1 
中国古陶瓷显微科技
鉴定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2 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3 出土简帛文献研究 文物与博物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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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系 

MUSE630024 公众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5 中国历代盟书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6 地层学与类型学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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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630031 
唐宋物质文化专题研
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USE630032 农业起源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33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
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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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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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古学理论》 陈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考古学研究入门》 陈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人类创造了自身》 【英】柴尔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5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英】柴尔德，三联书店，2008年   
6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 

【美】沙雷尔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7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英】伦福儒等，文物出版社，2004年  
8 《中国远古时代》 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9 《考古学专题六讲》 张光直，文物出版社，1986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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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 曹兵武、崔波，学苑出版社，2005年   
12 《展示设计》 冯节，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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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文物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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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1987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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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G.Ellis Burcaw, 1997 Altamira Press   
19 The New Museology 

Peter Vergo,Reaktion Books Ltd 
1989,London 

  

20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omas Wolf, Simon & Schuster 
Inc,1999 

  
21 《非言语传播学》 宋昭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22 《数字博物馆概论》 陈红京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23 《中国博物馆》历年杂志有关专题论文 中国博物馆学会   
24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孙机，文物出版社，1991年   
25 万物 【德】雷德候，三联书店，2005年   
26 美的历程 李泽厚，文物出版社，1981年   
27 礼仪中的美术 【美】巫鸿，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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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另一种古史 【美】杨晓能，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30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马清林等，科学出版社，2001年   
31 文物保存环境概论 郭宏，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潘吉星，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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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 王菊华等，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34 

Papermaking :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 

Dard Hunt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8 

  

35 The Museum Environment 
G. Thomson, 2nd edition, 
Betterworths, London, 1986 

  
36 春秋时期盟誓研究 吕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7 流沙坠简 

王国维，日本京都，1914年；中华书局，
1993年 

  
38 战国史 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   
39 书与简帛（中文版） 

钱存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3
月 

  
40 汉简缀述 陈梦家，中华书局，198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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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 065100  
            
一、 培养目标  

 

面向各级文物管理机构及各类博物馆、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社团组织、文物商店、
拍卖行等，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良好
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具有现代文博事业理念，较好掌握文物与博物馆及相关领
域的知识和技能，能胜任较高水平业务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文物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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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基础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学术活动 1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参加本专业前沿讲座不少于8次，并提交一份讲座学习报告，有1学分。
（2）结合学位论文选题，在文博考古机构实习实践不少于6个月。实习单位由培养
单位推荐与学生自荐相结合，实习期 
间，每3个月需提交一次阶段性实习报告给双导师，字数要求3000-5000字，实习结
束需由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考核，5学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论文选题必须来源于社会实践或工作实际中的现实问题，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和应
用价值。论文形式可以是调研报告、修复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
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品等，重在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学位论文答辩成员中应有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2. 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的汇报，经导师和本专业其他专家审核通过，由
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3. 论文字数2-3万字，写作时间不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专业理论基础及扎实的实践积累； 
（2）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3）能独立开展实践类研究； 
（4）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学制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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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学与类型学
等内容的研究。 

陈淳教授博导 
高蒙河教授博导 
潘碧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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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陶瓷鉴定与研究，外销瓷等。 
（2）先秦青铜器研究等。 

朱顺龙教授博导 
高蒙河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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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画鉴定与研究等 
（4）文化遗产管理法律法规等。 

杜晓帆研究员博导 
陆建松教授博导 
刘朝晖教授博导 
吕静教授博导 

4 文物保护 纸质文物保护，文物修复，玉器文物保护等。 
陈刚教授博导 
王荣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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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HM620001 文物保护与修复专题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81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USE620000 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1 考古学理论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2 文化遗产研究专题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6 考古学方法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7 文物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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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612028 专业外语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CHM630001 中国青铜器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CHM630002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策
划与实施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CHM630003 明清瓷器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CHM630004 藏品保管实务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CHM630005 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CHM630006 
硅酸盐文物的材料学
基础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CHM630007 瓷器鉴定基础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3 现代科技与文物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6 文物专题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07 展示设计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1 藏品管理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13 陶瓷鉴定与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20 中国古陶瓷标本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20023 展览策划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3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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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630020 简帛学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1 
中国古陶瓷显微科技
鉴定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USE630022 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24 公众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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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630031 
唐宋物质文化专题研
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USE630032 农业起源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USE630033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
研究 

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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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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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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博物馆概论》 陈红京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2 《中国博物馆》历年杂志有关专题论文 中国博物馆学会   
3 《考古学理论》 陈淳，复旦大学出版社   
4 《考古学研究入门》 陈淳，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考古学专题六讲》 张光直，三联书店   
6 《人类创造了自身》 柴尔德，三联书店   
7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柴尔德，三联书店   
8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 

【美】沙雷尔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9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英】伦福儒等，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 《非言语传播学》 宋昭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 《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 

曹兵武、崔波，学苑出版社，2005年8
月 

  
12 《展示设计》 冯节，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8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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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文物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1月1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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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版 

  

16 《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
1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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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版 

  
18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G.Ellis Burcaw, 1997 Altamira Press   
19 The New Museology 

Peter Vergo,Reaktion Books Ltd 
1989,London 

  

20 
Managing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omas Wolf, Simon & Schuster 
Inc,1999 

  
22 《中国博物馆》（期刊）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刊   
23 《东南文化》（期刊） 江苏省文化厅主管、南京博物院主办   
24 《文博》（期刊） 陕西省文物局主办   
25 《中国文物报》（期刊） 国家文物局主办   
26 《国际博物馆》（期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   
27 《流沙坠简》 

王国维，日本京都，1914年；中华书局
1993年版 

  
28 《战国史》 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   
29 《书与竹帛》（中文版） 

钱存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3
月 

  
30 《汉简缀述》 陈梦家，中华书局，1980年2月   
31 《春秋时期盟誓研究》 吕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   
32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马清林等，科学出版社，2001   
33 《文物保存环境概论》 郭宏，科学出版社，2001   
34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 潘吉星，科学出版社, 北京,1998   
35 《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 

王菊华等，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2006
年 

  

36 
Papermaking : 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 

Dard Hunter，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8 

  

37 the Museum Environment 
G. Thomson, 2nd edition, 
Betterworths, London, 1986 

  
38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孙机，文物出版社，1991年   
39 美的历程 李泽厚，文物出版社，1981年   
40 礼仪中的美术 【美】巫鸿，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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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另一种古史 【美】杨晓能，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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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020101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身心健康，自觉地为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服务，为繁荣经济科学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硕士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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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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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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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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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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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企业或政府部门实习； 
（2）调查、访问经济单位，并能分析其中的问题； 
（3）能参与经济部门的有关研究项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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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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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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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有关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
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
新的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资料详实，行文流畅，并
须有中英文提要。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3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过
修改后达到）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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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流利阅读专业外文文献； 
（3）掌握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深刻地理解本专业的各种新名词、新概念、理解本
专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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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备良好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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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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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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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理论与经
济体制比较研
究 

（1）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外的发展； 
（2）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比较； 
（3）中西方合作经济比较研究； 
（4）经济体制及其转换模式比较研究。 

 
高帆副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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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磊教授博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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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磊教授博导 
李慧中教授博导 
高帆副教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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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翼副教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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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政治体制分析 车嘉华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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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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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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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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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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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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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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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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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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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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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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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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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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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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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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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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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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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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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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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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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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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 
凯恩斯 
阿.马歇尔 
庇古 
庇古 
希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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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理论 
凯恩斯革命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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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国内外经济理论的沿革过程和最新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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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内外经济
发展和制度演进过程，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毕业后能够独
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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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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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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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政府部门实习。 
（2）调查、访问经济单位并能从中分析问题。 
（3）能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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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学院相关规定。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在确定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与选题有关的基本文献资料，了
解国内外对于本研究方向的历史和现状。应选择研究方向内重要或研究基础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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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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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士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
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研究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
果的新的见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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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3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
修改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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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达到可流利听说读写的程度； 
（3）具有比较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能比较深刻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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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一个以上的横向的科研项目，具备良好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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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硕士论文工作量达一年以上，主题明确，内容有一定的创新，论证有理、有力，
行文流畅。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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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大权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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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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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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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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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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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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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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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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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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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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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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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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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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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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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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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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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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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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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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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 020103  
            
一、 培养目标  

 

通过三年系统的经济史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
才。学位获得者应掌握经济史领域系统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发展动态，掌握并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经济
史实进行剖析、思考，以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在此历史传承下中
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道路。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熟练运用外语（一门）和计算机
工具，毕业后能独立从事相关的教学、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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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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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工作量要求参照经济学院关于
“三助（助教、助研和助管）”的相关规定；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副教授以上教师的助研，工作量要求参照经济学
院关于“三助（助教、助研和助管）”的相关规定； 
（3）在学期间要参加1－2月社会调查，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按照研
究生院相关要求在核心期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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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学院规定。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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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开展本领域
的文献综述工作，选题要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并通过导师及开题
报告专家组的审核； 
（3）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4）论文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引用的资料翔实可靠，逻辑层次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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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的水平；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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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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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计算机的能力； 
（4）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 
（5）硕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能够在国内核心刊物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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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本着厚今薄古的
原则，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脉络，重点研究中
国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及与
此相应的近代经济观念、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方面的变化。借
鉴和运用当代经济学、历史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探索中国经
济发展的原因、特征、规律及其经验教训，为现实经济服务。

李丹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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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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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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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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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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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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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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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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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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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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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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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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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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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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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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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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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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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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通史（上、下） 
中国近代经济史 
困惑与诱惑——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投资理念与
实践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共三卷） 

朱伯康、施正康 
吴申元 
施正康 
许涤新、吴承明 

  

2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74）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中国土地制度史 
中国古代工业史 
中国近代工业史 
 

严中平 
汪敬虞 
吴承明 
赵俪生 
祝慈寿 
祝慈寿 
 

  

3 

中国货币史 
中国金融史 
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世界经济史 
欧美经济史 
 

彭信威 
洪葭管 
叶世昌 
宋则行、樊亢 
夏炎德 
 

  

4 

西欧金融史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 
中国历代名著提要（经济卷） 
现代化的动力 

金德尔伯尔 
叶世昌 
叶世昌 
叶世昌 
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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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论丛 
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 
 

亨廷顿 
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 
熊彼特 
刘易斯 
 

  

6 

现代经济增长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 
经济研究 
 

库兹涅茨 
诺思 
厦门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 
 

  

7 

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史 
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国社科院 
人大复印资料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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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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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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研究的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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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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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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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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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要参加1-2个月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2）在学期间要参加学校的（包括导师的）科研工作，培养搜集、整理资料、协助
研究的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专业课的三助（助教、助管、助研）工作； 
（4）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进行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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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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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约两到三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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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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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世界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
立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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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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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硕士学位论文给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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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宗来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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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奇副教授 
陈硕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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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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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钦教授博导 
王弟海教授博导 
张晏副教授 
尹晨副教授 
戚顺荣副教授 
张涛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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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3 劳动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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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31 激励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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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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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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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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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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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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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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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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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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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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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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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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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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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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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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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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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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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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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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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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具有较为系统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
济专门知识，较为宽广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近现代中外经济史的知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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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毕业后具有在世界经济领域从事研究和教
学工作，或在实际部门从事涉外经济研究或管理工作的良好素质和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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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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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要参加1-2个月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2）在学期间要参加学校的（包括导师的）科研工作，培养搜集、整理资料、协助
研究的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专业课的三助（助教、助管、助研）工作； 
（4）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进行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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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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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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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世界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
立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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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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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给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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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寒寅副教授 
何喜有副教授 
王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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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辉副教授 
何喜有副教授 
袁堂军副教授 
蔡晓月副教授 
王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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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荣花副教授 
刘军梅副教授 
陆寒寅副教授 
袁堂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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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寒寅副教授 

 

5 专业英语 以英语为工具，研究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重大问题 
罗汉副教授 
潘宁副教授 

 
6 能源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 吴力波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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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基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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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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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22 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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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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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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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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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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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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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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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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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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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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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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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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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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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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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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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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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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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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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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Paris 1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全英文学位
项目- 国内学生） 020105a  

            
一、 培养目标  

 

遵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严格执行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联合培
养方案规划了与国际接轨的课程设置，让学生通过扎实的课程学习，了解世界经济
发展，掌握世界经济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实践应用能力，成为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
的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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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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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专业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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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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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个月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2）在学期间要参加学校的（包括导师的）科研工作，培养搜集、整理资料、协助
研究的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专业课的三助（助教、助管、助研）工作； 
（4）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进行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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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生在第二学年即可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与巴黎一大经济
学院给每个学生各指派一名论文指导教师。毕业论文必须是中英文两个版本，由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与巴黎一大经济学院教授共同组成论文答辩小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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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世界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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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硕士学位论文给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 学习年限  
 两年  
七、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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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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与世界
经济 

同世界经济专业 同世界经济专业导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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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05 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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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66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55 
开放经济与货币经济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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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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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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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一级学
科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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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世界经济专业 同世界经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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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Paris 1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全英文学位
项目 - 国际学生） 020105b  

            
一、 培养目标  

 

遵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严格执行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联合培
养方案规划了与国际接轨的课程设置，让学生通过扎实的课程学习，了解世界经济
发展，掌握世界经济基础理论知识，具备实践应用能力，成为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
的高级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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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专业选修课 6 9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0 0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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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个月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2）在学期间要参加学校的（包括导师的）科研工作，培养搜集、整理资料、协助
研究的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专业课的三助（助教、助管、助研）工作； 
（4）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进行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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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生在第二学年即可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与巴黎一大经济
学院给每个学生各指派一名论文指导教师。毕业论文必须是中英文两个版本，由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与巴黎一大经济学院教授共同组成论文答辩小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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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世界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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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硕士学位论文给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 学习年限  
 两年  
七、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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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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2 
全球化与世界
经济 

同世界经济专业 同世界经济专业导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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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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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66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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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4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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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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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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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63 经济学讲座十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0 经济学讲座十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1 经济学讲座十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2 经济学讲座十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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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3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4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5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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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7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9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1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1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1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1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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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全英文学位项目） 020105d  
            
一、 培养目标  

 

面对留学生，培养熟悉中国经济领域的综合性人才。通过应用经济学（中国经济）
的学习，学生将不仅具备一般的宏观、微观和区域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而且具有扎
实的中国商务、中国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学生毕业后将不仅具
有独立从事有关中国经济领域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而且能胜任相关就业领
域的工作，并能为促进中外经贸合作贡献力量。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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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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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6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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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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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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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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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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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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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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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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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8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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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2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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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3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4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5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6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7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9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1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1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1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1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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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Chungang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全英文学
位项目） 020105e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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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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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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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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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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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一年在复旦大学，一年在韩国中央大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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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双学位项目）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2 世界经济（中央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陈诗一；杜莉；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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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项目）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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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1 
Business 
Communication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2 
Strategic Management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3 
Public Speech and 
Debat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8 Finance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9 
Financial Accounting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0 Independent Stud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2 

Marketing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3 MS/MIS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4 
Organizational 
Process (English 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8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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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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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3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4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5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6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7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9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1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1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1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1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16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Hsu, Immanuel C.Y. 必读  
17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ley, Timothy & Ghatak, Maitreesh选读  
18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9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20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21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22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23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4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25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26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27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28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29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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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31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32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33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Hsu, Immanuel C.Y. 必读  
34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ley, Timothy & Ghatak, Maitreesh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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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Groningen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全英文学
位项目） 020105f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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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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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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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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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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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2年制，一年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一年在复旦大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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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与中国
经济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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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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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8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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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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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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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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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3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4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5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6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7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9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1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1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1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1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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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ESSCA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全英文学位
项目） 020105g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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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基础课 1 3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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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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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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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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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3年制。学生第一年在昂热高商修读15个学分，第二年在我院修读18个学分,第三年
返回昂热高商完成项目其余的毕业要求。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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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与中国
经济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422



·423·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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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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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8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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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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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3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4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5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6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7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9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1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1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1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1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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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Yonsei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全英文学位
项目） 020105i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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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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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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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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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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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一年在复旦大学，一年在韩国延世大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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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双学位项目）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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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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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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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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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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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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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6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8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9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10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11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12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13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14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6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Hsu, Immanuel C.Y. 必读  
17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ley, Timothy & Ghatak, Maitreesh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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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Ulm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全英文学位项目）
020105k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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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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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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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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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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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一年在乌尔姆，一年在复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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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双学位项目）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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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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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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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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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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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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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6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8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9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10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11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12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13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14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6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Hsu, Immanuel C.Y. 必读  
17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ley, Timothy & Ghatak, Maitreesh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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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Fudan-Exeter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全英文学位项
目） 020105l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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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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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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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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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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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2年制。一年在埃克塞特，一年在复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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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双学位项目）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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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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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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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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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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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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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6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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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 0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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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国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和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具有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观察分析能力
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与执行能力。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工具，毕业后具有
在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实务部门从事国民经济研究或管理
工作的良好素质和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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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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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要参加1-2个月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⑵在学期间要参加学校的（包括导师的）科研工作，训练搜集、整理资料、协助研
究的能力。 
⑶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的助教工作。 
⑷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⑸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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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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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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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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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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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⑵能独立开展国民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立
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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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⑷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⑸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⑹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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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经济 
⑴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⑵国际投资理论与实务； 
⑶产业投资理论与实务。 

杭行副教授  

2 
经济发展与国
民经济管理 

⑴国家与地区发展战略及管理； 
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⑶国家与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李洁明教授博导 
焦必方教授博导 

 

3 宏观经济政策 
⑴各国金融体制与政策比较研究； 
⑵各国财政体制与政策比较研究； 
⑶中国宏观经济监测方法与政策评价。 

杭行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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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4 公共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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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24 产业组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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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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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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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435



·436·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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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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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075 前沿讲座（1）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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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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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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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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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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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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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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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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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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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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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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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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tion and Markets 
Regul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The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on 

Spuller，D.F 
Stone，A 
Spencer Peter D 
A•E•Kahn 
B•M•Mitnick 

  

2 

Game Theory and Social Contract，Vol,Ⅰ：
Playing  Fair 
Liberty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on Ethics ，Social Behavior，and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Binmore，K 
Buchanan，J.M 
Harsanyi，J. 
Nash，J 
Ng，Y.K 

  

3 

A Theory of Justice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Rawls，J 
Robins，L 
Sen，A 
Yonny，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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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 
Decision Rules,Decision Styles,and Policy 
Choices. 
 

Scharpt,F.W.(1989) 
 
 

4 

Rawls，J 
 
Robins，L 
Sen，A 
Yonny，H.P 
Scharpt,F.W.(1989) 

Douglass.C.North.John Joseph 
Wallis Barry R.Weingast.(2009) 
马克思、恩格斯 
亚当•斯密 
凯恩斯 
阿•马歇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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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古 
庇古 
希克斯 
希克斯 
劳伦斯•R•克莱因 
 

  

6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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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罗宾逊 
J•布坎南 
艾伯特•赫希曼 
威廉•阿•刘易斯 
沃•惠•罗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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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 020202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经济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宽，独立思考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高层次区域和城市经济管理人才和教学、研究人
才。具体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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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
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能进行科学定量研究，熟悉区域和城
市经济学科及研究方向的经典研究成果和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具备独立进行系统
分析和解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3）胜任本专业的管理工作及教学科研工作，具有组织管理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和
文化哲学修养。掌握一门外语，熟练阅读和准确翻译专业书刊。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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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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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不少于60天的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4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三年不少于20次。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6次的系统的发言，每次要求时间不少于15
分钟；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
期刊上正式发表。 
（5）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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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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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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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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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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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的
专业课。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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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政策 

（1）新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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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剑勇教授博导 
周伟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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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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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基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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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2 城市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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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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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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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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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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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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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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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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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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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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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11 投资银行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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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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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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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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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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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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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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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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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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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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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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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城市经济》 
《地理和贸易》 
《城市经济学》 
 

米尔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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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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 020203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身心健康，努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为繁荣经济学课，尤其是财政学学科建设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学习年限为三年。
通过三年的学习，要求硕士生具有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基
础，熟悉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经济发展过程，具备系统的财政学知识和技
能，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毕业后能独立地从事财政学专业或相关专业教学，科研
和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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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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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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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实践：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根据需要承担本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任务。 
科研：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 
社会调查：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调查工作。 
研究生参加以上实践活动的情况由导师认可并给出成绩。 
凡参加兼任助教、助研、助管的研究生，完成规定的工作量，经考核通过者，即可
以获得实践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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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课程平均成绩低于“中”的，不可进入学位论文阶段。 
为保证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学术水平，在第四学期进行开题报告前，必须经过充分的
文献检索，查阅国内外与选题有关的基本资料，了解该选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其
选题应该是财政学专业尤其是中国当今财政经济领域中重要而且研究薄弱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在国内应该具有完成选题的基本参考资料，包括中文和外文资料。 
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从文献检索到完稿，时间不少于一年。硕士学位论
文应对某一具体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和新思路。
正文字数在三万字左右，外文提要不少于800个单词。 
在开题报告后，如需更改论文题目，必须重新做开题报告。如重选的题目与原选题
差别较大，则需相应延长论文写作时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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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开展国民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
立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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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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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财政学研
究 

本研究方向研究宏观财政政策、政府间财政关系、西方财政理
论学说及其演变、预算制度及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税
收制度优化、财政分权体制研究等，侧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背景下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使学生成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
较强政策设计、分析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王弟海教授博导 
杜莉教授 
孙琳副教授 
余显财副教授 

 

2 税收学研究 

本研究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政策动
态和理论热点，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税收效应、税收归宿和税制
建设等税收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培养过程重在夯实基础和系
统深入，并贯穿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学生成为具有从事理论研
究和管理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杜莉教授 
徐筱凤副教授 
徐晔副教授 
余显财副教授 

 

3 
国有资产管理
研究 

研究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中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
比较，侧重于中国国有资产管理政策效果及改革方案的研究。

汪立鑫教授博导  

4 政府绩效研究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内容涉及政府绩效评价、财政支出效果评
估和政府绩效预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政府会计
和绩效审计等。 

孙琳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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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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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30 税收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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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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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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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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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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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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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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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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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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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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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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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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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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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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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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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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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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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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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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专业方向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2 

Public finance(7th edition) 
Public sector economics(3rd edition) 
Public economics 
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Harvey S. Rosen 
Joseph E. Stiglitz 
Gareth D. Myles 
J. E. Stiglitz & A. B. Atkinson 
K. Arrow 
 

  

3 

Public choice(2nd editi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D. C. Mueller 
P.A.Samuelson 
F.P.Ramsey 
C. M. Tiebout  

  

450



·451· 

Fiscal federalism 
 

W.Oats 
 

4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 
正义论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 
公共财政论纲 

亚当•斯密 
R.A.马斯格雷夫\P.B.马斯格雷夫 
约翰•罗尔斯 
张馨等 
张馨 

  

5 

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世界经济 
税务研究 
财政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税务学会 
中国财政学会 
 

  

6 

财贸经济 
财经问题研究 
财经研究 
涉外税务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东北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国际税收协会 
 

  

7 
邓小平文选 
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等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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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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生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熟悉现代
经济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经济理论，具备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掌握一门外语。
毕业后，能胜任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和金融部门（银行、证券、保
险和信托）的业务和管理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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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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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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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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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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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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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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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⑵能独立开展国民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立
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⑶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⑷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⑸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⑹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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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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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前进副教授 
罗中洲副教授 
李天栋副教授 
张卫平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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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前进副教授 
聂叶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徐明东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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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军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姚京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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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军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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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为安副教授 
姚京副教授 
严立新副教授 
许友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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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洪波副教授 
全骐副教授 

 

7 中国金融史 中国金融史 张徐乐副教授  
8 保险学 保险学 

陈冬梅副教授 
许闲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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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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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29 金融市场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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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88 资产定价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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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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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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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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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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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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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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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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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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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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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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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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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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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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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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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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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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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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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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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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硕士学位获得
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熟悉现代经济研究方法和国
内外经济理论，具备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能胜任本
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和金融部门（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的业务
和管理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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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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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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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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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参加实践和学术活动的考核规则》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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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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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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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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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⑵能独立开展国民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立
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⑶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⑷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⑸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⑹在学校规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达一篇以上。 

 

六、 学习年限  
 三年，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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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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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涵钧教授 
孙立坚教授博导 
丁纯教授博导 
陆前进副教授 
杨长江副教授 
牛晓健副教授 
罗中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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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前进副教授 
聂叶副教授 
何光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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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新副教授 
宋军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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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军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张宗新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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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为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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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青副教授 
沈洪波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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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8 货币银行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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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71 国际保险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53 融资与上市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5 公司治理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6 风险投资运营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7 
电子支付与信用卡管
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8 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0 金融机构与市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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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3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
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74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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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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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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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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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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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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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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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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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22 基金管理经典案例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3 供应链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1 商务礼仪与有效沟通 经济学院 1 18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2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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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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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30137 证券投资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8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248 金融市场与证券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249 房地产经济 管理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2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
实务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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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资产评估方面的名
著、论文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
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等。 

无。   

3 
中文专业报纸：《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
《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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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金融学”全英文学位项目） 020204b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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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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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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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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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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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两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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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世界经济（中央
双学位项目）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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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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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2 Mi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5 Macro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43 高级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49 经济学讲座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0 经济学讲座二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1 经济学讲座三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2 经济学讲座四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3 经济学讲座五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4 经济学讲座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5 经济学讲座七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6 经济学讲座八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830058 经济学专题讲座（一）经济学院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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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8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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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2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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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3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4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5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6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7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9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1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1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1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1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1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16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7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8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Hsu, Immanuel C.Y. 必读  
1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ley, Timothy & Ghatak, Maitreesh选读  
20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21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22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23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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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25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26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27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28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29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30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31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32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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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Fudan-Chungang 金融学”全英文学位项目）
020204d  

            
一、 培养目标  

 

恪守中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条例》，遵循《复
旦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培养了解中
国经济发展，掌握中国经济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备相当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的
中国经济金融管理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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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位专业课 3 9   
 专业选修课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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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期间要参加1－2次社会调查，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2）每学期必须旁听不少于两次学术报告或前沿讲座； 
（3）在校期间必须在讨论课上作不少于3次的系统的发言； 
（4）开展理论研究，在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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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应属研究基
础较为薄弱或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2）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公开开题报告阶段，报告文献积累、题目意义、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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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不能少于15,000字（约50页）。 
（6）论文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个学期。 
（7）用英语进行论文的写作和答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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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理论比较熟悉，能跟踪国际最新前沿进展。
（2）能独立开展城市与区域理论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能力和运用电脑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一年在复旦大学，一年在韩国中央大学。学生第一年在韩国修读13个学分，第二年
在我院修读18个学分。完成3个学分的硕士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之后，由复旦颁发毕
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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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双学位项目） 

中国经济概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商务务、中国
外贸、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国税制、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能源和环境经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诗一；杜莉；封进；
何喜有；黄亚钧；李志
青；刘红忠；刘军梅；
陆寒寅；戚顺荣；沈国
兵；吴力波；尹晨；尹
翔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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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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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01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MAE620015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8 国际金融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6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ese Financ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7 

转型经济中的外国直
接投资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0 Basic Chinese (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4 Basic Chinese (II)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6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08 
Political Economy in 
East Asi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20014 
China’s Taxation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0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2 
Chinese Foreign 
Trade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3 Academic Writing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4 

Public Management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05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5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6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conomics: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7 Applied Econometrics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8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ts Reform 
in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19 
World Economy and 
China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3 
Advanced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4 
Topic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5 
Urbanization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26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7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8 中国与全球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29 劳动经济学（EMA）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E630030 
研究生论文写作：经济
学类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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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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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Tax and Financial Planning Briefing (3rd  
Edition) 

Thomas Reuters   

2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期刊•英国   
3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期刊•美国   
4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期刊•荷兰   
5 China Economic Review 期刊•香港   
6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   
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8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The 
Macroeconomics of Credit Money 

Basij J. Moore   

9 
Chinese Business Etiquette: A Guide to 
Protocol, Manners, and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tt D. Seligman   

10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D. Romer   
11 Basic Econometrics (4th edition) Damodar N. Gujarati   
12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 Donald J.S. Brean   
13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Edward S. Steinfeld   

14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Nicholas R. Lardy   

1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16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Edition) Hsu, Immanuel C.Y. 必读  
17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sley, Timothy & Ghatak, Maitreesh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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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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具有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和贸易经
济专门知识，较为宽广的世界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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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语，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毕业
后具有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或在实务部门从事涉外经济研
究或管理工作的良好素质和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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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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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要参加1-2个月的社会调查或社会实习，训练调查研究的基本能力； 
（2）在学期间要参加学校的（包括导师的）科研工作，训练搜集、整理资料、协助
研究的能力； 
（3）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安排担任专业课的助教工作，并争取讲授一到二次； 
（4）在学期间根据需要，可安排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 
（5）在进入硕士论文写作之前，要进行论文写作训练，并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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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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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字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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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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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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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独立开展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
立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给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6）能独立地开出本专业范围内的基础课；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开出本专业范围
内的新课。 
（7）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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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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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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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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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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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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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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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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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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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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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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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115 微观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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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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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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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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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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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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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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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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Across Border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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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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 020207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学习、研究和交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身心健康、具有比较完善的知识结
构和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才。 
本专业培养的硕士毕业生能够具备进一步深造的能力；可以胜任在政府部门和各种
科研机构从事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能够从事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和社会其
他相关机构组织的劳动就业工作；能够胜任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工资和人事管理
部门的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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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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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参加1-2次社会调查，就一些现实性较强的问题展开社会调查，就调
查所得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 
（2）在学期间根据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教学实习。 
（3）开展理论研究活动。学生独立地思考经济学有关问题尤其是劳动经济学和失业
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有关的研究文献检索，撰写经济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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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时要求完成一篇不少于三万字的学位论文，论文的选题
应属于劳动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的范畴。论文应该能够反映出硕士生在学期间所学
的有关专业知识，尤其是在劳动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方面的良好的理论素养，并应
该将经济学一般理论方法和劳动经济学、失业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用于分析具体问题。
较好的学位论文应该能够运用数理方法、计量方法等分析工具，并将既有的经济学、
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于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有机的结合，具备一定的理论深度和
现实意义，对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期间，应该首先系统地掌握经济学的一般理论
以及劳动经济学、失业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并就论文的选题查阅有关的理论文献，
所参考的文献应该既有国外有关理论的经典文献，又有国内研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
献，体现出在选题范围内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达到一定的熟悉程度。此外，学生应
就选题积累一定量的数据资料或者相关的实证研究资料，既为理论研究寻找支持，
又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从而增加科学性，增加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对于
选题偏重实践的学位论文，要求就所选题目进行一定量的调查研究避免所作的研究
缺乏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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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位论文的写作期间，学生应与导师定期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及时纠正存在的
错误，并对资料不足的部分及时补充。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应该尝试公开发表，
充分发挥研究的社会价值。 
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在专业科研能力方面，学生应学会就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文献资料和收集工作，并具
备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硕士生应该能够将经济学一般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劳动经
济学、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用于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分析。较好的学生应该能够在研究
中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和计算方法。由于经济学研究涉及到较多的数据处理工作，
因此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运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和数据处理的
能力。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较为熟练地阅读外文文献，能够进行日常对话，并能
够运用外语进行写作。此外，学生还应通过专业外语的学习和日常训练，在专业范
围内较熟练地阅读专业研究文献，能够就专业知识用外语进行交流，并能够用外语
进行一些简单的专业论文的写作。 

 

六、 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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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经济学 

（1）主要介绍国外在失业理论方面的先进成果；（2）将失业
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结合，对我国失业的具体成因及其治理方
法进行研究；（3）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失业保险
体系进行政策研究。研究特色为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通过系统
地学习经济学及失业理论，深入剖析中国的失业问题，研究中
国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 

袁志刚教授博导 
陆铭教授博导 

 

2 劳动经济学 

(1)学习主流劳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2）研究中
国劳动力市场运作与人力资源配置问题；（3）我国的体制背
景和文化特点等因素对劳动力市场运作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影
响。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在于掌握经典的劳动经济学模型和研究
方法，强调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袁志刚教授博导 
陆铭教授博导 
封进教授博导 

 

3 
人口、健康与社
会保障 

（1）系统学习人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宏观经济学、劳动
经济学等相结合；（2）掌握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掌握该领域
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3）研究人口、健康对公共政策的影
响，重点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设计和
福利效应；（4）了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和问题，运用理
论和经验研究方法分析中国问题。 

袁志刚教授博导 
封进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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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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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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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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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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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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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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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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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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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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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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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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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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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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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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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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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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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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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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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国富论》 
《李嘉图著作与通信集》 
《经济学原理》 
《就业、货币与理系通论》 
 

邓小平 
斯密 
李嘉图 
马歇尔 
凯恩斯 
 

  

2 

《经济分析史》 
《高级微观经济学》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熊彼特 
瓦里安 
Blanchard and Fischer 
Dornbush and Fischer 
Pindyck and Rubinfeld 
 

  

3 

Macroeconomics : In The Global Economy 
《微观经济学》 
《劳动力市场经济学》 
Contemporary Labor Economics 
The Economics of Work and Pay 
 

Sachs and Larrain 
瓦里安 
霍夫曼 
McConnell and Brue 
Filer hamermesh and Rees 
 

  

4 

《失业经济学》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动态计量经济学》 
《短缺经济学》 
《中国劳动经济史》 
 

袁志刚 
张维迎 
韩德瑞、秦朵 
科尔奈 
袁伦渠 
 

  

5 

《现代观点与高级教程》 
Modern Labor Economics: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Labor Economic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中级微观经济学》 
 

伍德里奇 
Ronald G. Ehrenberg & Robert Smith
George J.Borjas 
Elsevier Science B.V. 
瓦里安 
 

  

6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文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既看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7 

《经济学季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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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 020209015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要求能掌握数量经济学扎实的基本理论，掌握多种数量
分析模型和工具，具有较强的数量经济分析应用能力，以及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数量
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能运用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最优化理
论等进行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能胜任经济、政府等部门的研究、管理等工作，也
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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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跨一级学科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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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助教、助研、助管，参加导师或院系课题研究，参加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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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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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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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论文要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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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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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两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⑴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 
⑵能独立开展国民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如独立承担课题或至少在一个课题中独立
承担一部分研究内容）； 
⑶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⑷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⑸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⑹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要求，请见经济学院相关规定。 

 

六、学习年限  
 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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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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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弘鑫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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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弘鑫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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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27 数量经济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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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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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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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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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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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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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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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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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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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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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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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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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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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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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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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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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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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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830073 经济学讲座十六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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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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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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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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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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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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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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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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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学院规定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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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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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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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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硕士两年半，博士五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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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史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4 西方经济学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5 世界经济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请见相关专业介绍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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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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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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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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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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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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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学位） 02510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良好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要求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
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金融
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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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6 12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
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2、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6个月。 
3、由实践导师和实习单位提供实习期间的评价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际问
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既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也要求其具有较强的
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在学习期间内，不要求学生在经济学院规定的专业杂志上
发表论文，但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 

 

六、 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习，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非全日制学习，学习年限一般为3年，累计在校
学习时间不少于1年，采用学分制。 
 

 

七、 其他  

 
理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充分反映金融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
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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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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管理
与供应链金融 

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 
 
供应链金融 
 
信用风险管理 

陈学彬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牛晓健教授博导 
何光辉教授博导 
聂叶副教授 
张徐乐副教授 

 

2 零售银行 

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 
 
资产管理 
 
金融支付与信用卡管理 

陈学彬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牛晓健教授博导 
聂叶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3 证券投资 

金融资产定价 
 
证券投资分析 
 
固定收益证券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罗忠洲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宋军副教授 

 

4 
衍生工具投资
与金融工程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创新与衍生产品开发 
 
衍生工具投资理论与实务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罗忠洲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宋军副教授 
谢为安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5 
国际金融与外
汇市场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外汇管理 
 
跨国公司金融 

姜波克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杨长江教授博导 
陆前进副教授 
李天栋副教授 

 

6 
风险投资与私
募股权投资 

风险投资运营 
 
融资与上市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管理 

张陆洋教授博导 
罗忠洲副教授 

 

7 公司金融 

公司治理 
 
兼并与收购 
 
财务报表分析 

朱叶教授博导 
张陆洋教授博导 
杨青教授博导 
宋军副教授 
沈洪波副教授 

 

8 定量金融 

金融数学基础 
数学与统计软件 
运筹学基础 
时间序列分析及预测方法 

张金清教授博导 
宋军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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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0 金融机构与市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4 投资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9 中级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53 融资与上市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5 公司治理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6 风险投资运营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7 

电子支付与信用卡管
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8 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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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3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
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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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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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MF620002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
实务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9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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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1 商务礼仪与有效沟通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2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4 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6 互联网金融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1 兼并、收购理论与实务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3 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4 投资大师与投资哲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5 商务礼仪与有效沟通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6 期权策略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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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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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3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等方面的名著、论文
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等 

无 无  

4 
业界公认的专业类报纸，如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
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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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金方向 专业学位） 025100a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专业硕士学位。定位于为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行业培养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 
要求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具备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通过
课堂学习和基金公司实习熟悉证券和金融产品的理论与实务；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毕业后，能胜任基金、证券等金融行业的行业分析研究、风控、营销和投资管理工
作。 
基本要求为： 
1、全面系统地掌握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操作实务知识； 
2、具有一定的独立研究分析能力、掌握行业分析报告的撰写方法，对行业数据结果
能够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 
3、经过实习和实践，具备在基金、证券、信托投资等金融机构从事投资领域相关工
作的能力。 
同时也具备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理财管理中心、
慈善机构及商业银行等单位进行投资管理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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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学位专业课 4 10   
 专业选修课 1 2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能运用投资学和金融学相关理论，解决行业分析、投资实务、投资组合管理、金
融风控、金融市场营销等实际问题。 
2、到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实战实习不低于5个月。 
3、实习后能到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独立工作。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针对本专业方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选题可以宽泛，允许学生选择理
论性或实践性的题目；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1.5万至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期。 
8、按照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要求进行。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方向为专业学位。我们要求学生有科研能力，也要求其科研成果具有实用性
质。 
本专业方向学生中有部分学生本科专业为经济金融类专业，具备从事金融学科研的
能力，在一些高等级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专业论文，也有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导
师的科研项目，我们对此给予鼓励和重奖，在奖学金评比中，对于上述的学术成果
制定了较大的权重。对于本专业方向的其他学生，由于其学位的性质，我们只要求
其具备基本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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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2年，3个学期学习理论，1个学期实践及学位论文。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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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金管理 

投资融资 
公司金融 
期货与期权理论 
金融衍生品套利 

姜波克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许少强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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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4 宏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8 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4 投资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7 行业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30 金融衍生工具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53 融资与上市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5 公司治理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6 风险投资运营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7 

电子支付与信用卡管
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3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
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9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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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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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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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2 

基金经理人道德品质
与心理素养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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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CON630142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4 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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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630003 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4 投资大师与投资哲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6 期权策略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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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等方面的名著、论文
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
管理世界等，专业认可的报纸，如经济观察报、第
一财经、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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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职 专业学位） 025100c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良好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要求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
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金融
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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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学位专业课 3 8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工作掌握较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
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2、由实践导师和工作单位提供在职期间的评价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在职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
际问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 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期。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既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也要求其具
有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在学习期间内，不要求学生在经济学院规定的专
业杂志上发表论文，但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专业论
文。 

 

六、 学习年限  
 2.5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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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姜波克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2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 
行为金融学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宋军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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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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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04 宏观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8 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0 金融机构与市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4 投资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19 国际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3 融资与上市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5 公司治理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6 风险投资运营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7 
电子支付与信用卡管
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3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
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15 
国有资产管理专题研
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39 外汇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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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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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13 金融创新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27 行业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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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MF620001 股权投资与风险投资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2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
实务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2 基金投资与管理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IB620001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74 金融工程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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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029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2 房地产金融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4 金融数据处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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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630141 商务礼仪与有效沟通 经济学院 1 18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2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3 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4 投资大师与投资哲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1 保险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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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等方面的名著、论文
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
理世界、《世界经济》等 

无 无  

3 
国外金融类权威期刊及国内部分专业类报纸，如
《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
《第一财经》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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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Fudan-Emlyon定量金融”双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025100d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良好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
要求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
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金融
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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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6 12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
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2、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6个月。 
3、由实践导师和实习单位提供实习期间的评价报告。 
4、在学期间参与学院举办的金融学讲座； 
5、能独立完成案例分析的撰写； 
6、通过金融英语学习，能够较流畅地阅读外文文献。 
7、能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 
8、实习期间能够参加金融单位各种业务研究和讨论活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际问
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不少于一学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对学生的要求是既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也要
求其具有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在学习期间内，不要求学生在经济学院规
定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但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
专业论文。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其他  

 
全日制学习。中国籍学生的第一学年在里昂商学院完成（含为期不少于6个月的实习
环节）；第二学年在复旦经院完成（含实习环节）。符合条件的被录取学生同时在
两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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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在该学年内相关课程考试合格后才能开始实习。理论联系实际，采用课堂
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反映金融实践
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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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商业银行管理
与供应链金融 

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 
供应链金融 
信用风险管理 
 

陈学彬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牛晓健副教授 
聂叶副教授 
何光辉副教授 
张徐乐副教授 
 

 

3 零售银行 

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 
资产管理 
金融支付与信用卡管理 
 

陈学彬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牛晓健副教授 
聂叶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4 证券投资 

金融资产定价 
证券投资分析 
固定收益证券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张宗新副教授 
罗忠洲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宋军副教授 
 

 

5 
衍生金融工具
投资与金融工
程 

金融风险管理 
金融创新与衍生产品开发 
衍生工具投资理论与实务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罗忠洲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宋军副教授 
谢为安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6 
国际金融与外
汇市场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外汇管理 
跨国公司金融 
 

姜波克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杨长江教授博导 
陆前进副教授 
李天栋副教授 
 

 

7 
风险投资与国
际股权投资 

风险投资运营 
融资与上市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管理 
 

张陆洋教授博导 
罗忠洲副教授 
 

 

8 公司金融 
公司治理 
兼并与收购 
财务报表分析 

张陆洋教授博导 
杨青教授博导 
宋军副教授 
沈红波副教授 
 

 

9 定量金融 

金融数据基础 
数学与统计软件 
运筹学基础 
时间序列分析及预测方法 

张金清教授博导 
宋军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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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0 金融机构与市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4 投资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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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 

学位专业
课 

MF620014 公司概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5 计量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6 经济金融环境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7 金融基本问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8 特定市场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9 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0 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1 风险与产品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53 融资与上市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5 公司治理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6 风险投资运营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7 

电子支付与信用卡管
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8 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3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
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7 金融风险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9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0 财务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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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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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098 中国经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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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33 供应链金融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1 商务礼仪与有效沟通 经济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42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4 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3 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4 投资大师与投资哲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1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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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等方面的名著、论文
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等 

无 无  

3 
国外金融类权威期刊杂志，国内部分金融类报纸，
如《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
《第一财经》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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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Fudan-Sungkyunkwan 金融硕士（中国金融市场）”
双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025100e  

            
一、 培养目标  

 

该项目旨在培养具备良好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
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
融专业人才。要求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
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
较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
征和应用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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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7 19   
 第一外国语 1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通过课堂学习和金融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金
融业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2、在金融机构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金融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6个月。 
3、由实践导师和实习单位提供实习期间的评价报告。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学院举办的金融硕士讲座； 
4、能独立完成案例分析的撰写； 
5、通过金融英语学习，能够较流畅地阅读外文文献。 
6、能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 
7、实习期间能够参加金融单位各种业务研究和讨论活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金融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际问
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不少于一学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既具有扎实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又具有较强的从事金
融实际工作能力。在学习期间内，不要求学生在经济学院规定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论
文，但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其他  

 

项目为全日制学习。参加项目的学生须在成均馆学习一年，以达到成均馆的要求，
复旦将认同学生在成均馆所取得的学分。参加项目的学生须在复旦学习一年，累积
的学分须达到复旦相关的学术要求或规定。成均馆将认同学生在复旦所取得的学分。
符合条件的被录取学生同时在两校注册，在校时间不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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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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市场 

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 
供应链金融 
信用风险管理 
资产管理 
金融支付与信用卡管理 
金融创新与衍生产品开发 
衍生工具投资理论与实务 

姜波克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陈学彬教授博导 
朱叶教授博导 
牛晓健教授博导 
何光辉教授博导 
刘红忠教授博导 
张金清教授博导 
张宗新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杨长江教授博导 
陆前进副教授 
李天栋副教授 
罗忠洲副教授 
攀登副教授 
宋军副教授 
聂叶副教授 
张徐乐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谢为安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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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0 金融机构与市场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4 投资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56 风险投资运营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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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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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4 管理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5 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6 微观经济学（初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7 宏观经济学（初级）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8 商务统计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09 中国财务会计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0 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1 中国财务报表分析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2 中国高级管理会计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13 经济管理与社会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F630004 投资大师与投资哲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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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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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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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资产评估方面的名
著、论文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
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等。 

无 无  

4 
中文专业报纸，如《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
《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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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金融 专业学位） 025100f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本专业坚持交叉学科学习与案例教学，定位于为基金
公司、证券公司、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大数据金融企业等金融行业，培养具有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思维方式的高层次、跨学科、复合型应用金融人才。 
要求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具备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数据
分析和处理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相关社会实习，熟悉互联网与大数据金融的理论
与实务；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其基本要求为： 
1、全面系统地掌握经济学、金融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操作实务知识； 
2、掌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金融的技术分析手段、操作与控制方式等，具有较强的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撰写研究报告的能力； 
3、经过实习和实践，具备在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大数据金融企业或平台等
从事技术分析、产品设计、操作内控、市场营销、投资管理等相关工作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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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专业选修课 2 5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能运用金融学、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理论和方法，解决行业分析、产品设
计、操作内控、市场营销、投资管理、量化投资实务、金融风控、金融市场营销等
实际问题； 
2、到金融机构、互联网及大数据金融企业或平台等实习不低于5个月； 
3、实习后能到金融机构、互联网及大数据金融企业或平台等从事相关工作。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针对本专业方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选题可以宽泛，允许学生选择理
论性或实践性的题目；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1.5万至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期。 
8、按照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要求进行。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有科研能力，也要求其科研成果具有实用性质。本专业方向学生中有部分
学生本科专业为经济金融类专业，具备从事金融学科研的能力，在一些高等级专业
杂志上发表了专业论文，也有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导师的科研项目，我们对此
给予鼓励和重奖，在奖学金评比中，对于上述的学术成果制定了较大的权重。对于
本专业方向的其他学生，由于其学位的性质，我们只要求其具备基本的科研能力。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其他  

 二年学习期间，其中三个学期学习理论；一个学期实践及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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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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方
向 

互联网金融组织与管理 
大数据分析与预测 
互联网金融与云计算 
 

杨青教授博导 
牛晓健教授博导 
周光友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许友传副教授 
张金清教授博导 
攀登副教授 

 

2 
大数据金融方
向 

大数据理论与分析 
金融数据处理 
大数据金融的应用 
供应链金融 
量化投资分析 

张金清教授博导 
杨青教授博导 
谢为安副教授 
刘庆富副教授 
蒋祥林副教授 
周光友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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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0 金融机构与市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4 投资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9 中级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CON620061 证券投资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0 金融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20026 互联网金融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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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620030 金融衍生工具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53 融资与上市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5 公司治理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58 财务报表分析与估值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63 
私募股权投资运作与
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20088 资产定价理论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29 行为金融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30042 商业银行管理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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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67 兼并、收购与公司控制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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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ECON630142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74 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3 期权交易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4 投资大师与投资哲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5 商务礼仪与有效沟通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F630006 期权策略程序化交易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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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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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等方面的名著、论文
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
管理世界等中文刊物。 

无 无  

3 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金融时报等专业类报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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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专业学位） 02530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税务、司法等国家机关、企业、中介机构等相关职业，培养具有从事税务
相关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学习年限为2-3年。通
过2-3年的学习，要求硕士生系统掌握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制度、税务管理以及相
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税务稽查、税务筹划以及税务代理等高级税收实务
并熟练掌握其分析方法与操作技能，具有解决实际涉税问题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
国语，毕业后能独立地从事企业税务和税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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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通过课堂学习和税务单位实习掌握较坚实的税收学理论基础与技能，具备从事税
务及相关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2、在税务局或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税务及相关的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3个月。 
3、由实践导师和实习单位提供实习期间的评价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与税务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容应着眼于实际问
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1.5万至2万字以上；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期。 
8、修满规定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授予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既具有扎实的经济、税务学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也要求其具有较强的
从事与税务实践相关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学习期间内，不要求学生在经济学院规定
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但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专
业论文。 

 

六、 学习年限  
 二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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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税务 
本研究方向面向企业、中介机构等部门,研究现代税收理论和
税收制度优化等问题, 侧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税
收改革问题，使学生成为能够综合运用税收和会计、法律等相

杜莉副教授 
孙琳副教授 
余显财副教授 

 

509



·510· 

关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战略意识和风险意识，具备较强的税
收规划能力和解决税收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王殿志讲师 

2 税务管理 

本研究方向面向财政、税务、海关、社会保障等宏观管理部门，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税收政策动态和实践中
的税务实务，主要内容涉及税务稽查、税收代理和税制建设等
税收学理论方法和税务实务的探讨，培养过程重在夯实基础和
系统深入，并贯穿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学生成为具有从事税务
管理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徐筱凤副教授 
杜莉副教授 
徐晔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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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B620004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4 中国经济问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5 中国税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MIB620006 商务外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T620001 税务管理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2 税收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3 国际税收专题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20006 税收筹划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T630001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2 高级税务会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3 公司财务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4 独立审计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5 数量分析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V620006 中级财务会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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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财政学、金融学方面的名
著、论文权威性刊物，中文刊物如经济研究、金融
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税务研究、国际税收、
地方财政研究、中国税务、中国财政、税收经济研
究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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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025400068a  
            
一、 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
理工作，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晓现代商务基础理论，具备
完善的国际商务分析能力与决策能力，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高
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商务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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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学位专业课 5 10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单位实习，掌握较为坚实的国际商务理论知识与工作技能，
具备从事国际商务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工作能力。 
（2）参加项目的学生须在复旦完成第二学年的学习（含不少于6个月实习和实践环
节），累积的学分须达到复旦相关的学术要求或规定。 
（3）由实践导师和实习单位提供实习期间的评价报告。 
（4）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学院举办的国际商务讲座； 
（5）能独立完成案例分析的撰写； 
（6）通过国际商务英语学习，能够较流畅地阅读外文文献。 
（7）能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 
（8）实习期间能够参加实习单位各种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和讨论活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论文必须分别符合复旦大学学位论文要求，由经济学院安排论文指导教师。论文答
辩由经济学院组织实施。 
（1）选题：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论文要与国际商务实践紧密结合。论文内
容应着眼于实际问题，论文形式提倡案例分析、调研报告、产品设计等。 
（2）资料：充实、前沿、准确、可靠； 
（3）创新：在方法论、理论视角、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等方面应该有所创新； 
（4）规范：行文规范，有研究意义，注重逻辑性，条理清晰，满足复旦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的一般格式要求； 
（5）内容：要求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6）字数：不少于2万字； 
（7）时间：标准写作时间安排为一个学年。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既具有扎实的经济、国际商务理论基础，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也要求其具有较强
的从事国际商务实际工作能力。在学习期间内，不要求学生在经济学院规定的专业
杂志上发表论文，但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

 

六、 学习年限  
 项目为全日制学习，学制2年。  
七、 其他  

 
现有国际企业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经营策略与供应链、国际企业金融与投资3个研究
方向，开设经济学分析与应用、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国际
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国际商法、国际经济环境与企业发展战略、国际商务统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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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究、跨国企业财务管理等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特别注重通过案例分析、模
拟训练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与国际商务类职业资格考试
等相关从业资格考试的衔接。 
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授予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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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环境
与企业发展战
略 

国际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分析 
国别与地区经济分析 
国际经济环境与企业战略管理 
宏观经济与政策 
东方文化与制度分析 
 

黄亚钧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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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力波教授博导 
袁堂军研究员 
胡荣花副教授 
刘军梅副教授 
陆寒寅副教授 

 

2 
国际贸易政策
与实务 

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谈判 
商务外语 
国际营销 

尹翔硕教授博导 
强永昌教授博导 
程大中教授博导 
沈国兵教授博导 
罗汉副教授 
潘宁副教授 
何喜有副教授 
 

 

3 
国际投资与跨
国经营管理 

跨国投资 
跨国并购 
跨国企业经营管理 
跨国特许经营 

陈建安教授博导 
强永昌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袁堂军研究员 
罗长远副教授 

 

4 国际商务金融 
跨国金融策略 
跨国企业金融风险及其管理 

华民教授博导 
孙立坚教授博导 
干杏娣教授博导 
田素华教授博导 
袁堂军研究员 
郑辉副教授 
 

 

5 
国际商务统计
与策略研究 

国际商务统计方法与应用 
跨国企业策略与博弈 

谢识予教授博导 
朱弘鑫副教授 

 

6 国际商法 
国际贸易惯例 
WTO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胡鸿高教授博导 
沈国兵教授博导 
马忠法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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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E620019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3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4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MIB620006 商务外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IB620001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IB620002 
国际直接投资于跨国
企业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5 国际商务谈判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8 国际商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MAE630020 国际营销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9 奢侈品市场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10 

国际经济环境和货币
政策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512



·513· 

MIB630004 东方文化与制度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30006 跨国企业策略与博弈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30010 

国际商务统计方法与
应用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30011 国别与地区经济分析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30012 

国际证券与衍生品投
资基础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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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及有关全会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国际贸易、国际商务方面的
名著、论文权威性刊物，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及部分国外期刊 

无   

3 
《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
《第一财经》等国内著名报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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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专业学位） 025500  
            
一、 培养目标  

 

（1）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 
（2）具有从事风险评估与管理、保险产品设计、保险精算、保险财务管理和保险运
营管理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保险专门人才； 
（3）就业目标为中外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监管机关、社会保障组织、
灾害预防和控制机构以及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风险管理部门等。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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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学位专业课 2 4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案例分析：分析实践中发生的中外保险典型案例，建立案例教学数据库，力争
50-70%的课堂授课采用案例教学法。 
（2）团队学习：各门课程将学生分为5-6人的小组，共同商讨案例，完成课后作业
和课外调研，在总评成绩中占到20-30%的比例。 
（3）实践教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生在基地与来自保险实践领域的专业教师
现场研究，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以检验所学知识是否扎实，并为日后从事工
作积累经验。 
（4）模拟训练：在金融保险实验室利用保险核心业务系统进行包括后台管理功能、
寿险核心业务、非寿险核心业务等保险运营与管理的模拟训练，以便学生可以更多
地了解保险公司内部的操作，达到理论结合实际的要求，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5）衔接保险类职业资格考试：课程设计与LOMA、CPCU、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中
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理财规划师、保险公估人和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等
相衔接。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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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保险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必须具有较好的保险理论与实践经验，并承担
一定的科研或保险研究课题。有一定数量的来自保险行业和实务部门具有丰富经验
的副高职称以上专家作为兼职指导教师，协作指导保险硕士学位论文的现场工作。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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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
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提高为核心； 
（2）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3）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六、 学习年限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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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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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理与保
险 

（1）中外保险比较研究、再保险 
（2）保险监管、保险法、国际保险研究 
（3）保险财务与会计、灾害经济学 
（4）保险精算、保险经济学 
（5）保险投资、人寿与健康保险 
（6）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 
（7）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社会保险 

徐文虎教授 
陈冬梅副教授 
许闲副教授 
张仕英讲师 
钱勇讲师 
林琳讲师 
沈婷讲师 

 

2 精算 
（1）寿险精算 
（2）非寿险精算 
 

数学学院教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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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620068 利息理论 
数学科学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5 保险数理基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156 保险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1 保险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2 风险管理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4 保险财务分析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TH620106 精算学概论 
数学科学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TH620143 精算实务 
数学科学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3 财产与责任保险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6 人寿与健康保险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7 精算学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8 精算模型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71 国际保险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48 社会保障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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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MI630001 再保险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30002 保险企业经营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30003 人身保险合同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30004 风险管理与人身保险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30005 不确定性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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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读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方面的名著、论文 
权威性刊物 

邓小平文选、十五、十六大报告   

3 

中文刊物： 
保险研究 
金融研究 
经济研究 
世界经济 
 
财贸经济 
管理世界 
上海保险 

中国保险学会 
中国金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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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保险学会 

必读  

4 
英文刊物：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Americ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The Geneva Association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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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 research 
North American actuary journal 
 

Springer 
Elsevier 
Springer 
the Society of Actuaries 
 

5 
中文专业报纸： 
《中国保险报》，《解放日报保险周刊》，《金融
时报》，《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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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Fudan-Ulm 保险硕士”双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025500a  

            
一、 培养目标  

 

（1）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 
（2）具有从事风险评估与管理、保险产品设计、保险精算、保险财务管理和保险运
营管理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以及具有国际视野的保险专门人才； 
（3）就业目标为中外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保险监管机关、社会保障组织、
灾害预防和控制机构以及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风险管理部门等。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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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学位专业课 4 7   
 专业选修课 3 5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0 0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案例分析：分析实践中发生的中外保险典型案例，建立案例教学数据库，力争
50-70%的课堂授课采用案例教学法。 
（2）团队学习：各门课程将学生分为5-6人的小组，共同商讨案例，完成课后作业
和课外调研，在总评成绩中占到20-30%的比例。 
（3）实践教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学生在基地与来自保险实践领域的专业教师
现场研究，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以检验所学知识是否扎实，并为日后从事工
作积累经验。 
（4）模拟训练：在金融保险实验室利用保险核心业务系统进行包括后台管理功能、
寿险核心业务、非寿险核心业务等保险运营与管理的模拟训练，以便学生可以更多
地了解保险公司内部的操作，达到理论结合实际的要求，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5）衔接保险类职业资格考试：课程设计与LOMA、CPCU、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中
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理财规划师、保险公估人和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等
相衔接。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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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保险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必须具有较好的保险理论与实践经验，并承担
一定的科研或保险研究课题。有一定数量的来自保险行业和实务部门具有丰富经验
的副高职称以上专家作为兼职指导教师，协作指导保险硕士学位论文的现场工作。 
复旦和乌尔姆须为项目学生指定论文写作的指导教师，论文写作须符合各自的学位
论文要求。论文答辩分别由双方根据各自的相关要求给予安排。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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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
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提高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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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3）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六、 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习，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参加项目的学生须在乌尔姆进行第一学年的学习，
参加项目的学生须到复旦继续第二学年的学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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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管理与保
险 

中外保险比较研究、再保险 
保险监管、保险法、国际保险研究 
保险财务与会计、灾害经济学 
保险精算、保险经济学 
保险投资、人寿与健康保险 
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 
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社会保险 

徐文虎教授 
陈冬梅副教授 
许闲副教授 
张仕英讲师 
钱勇讲师 
林琳讲师 
沈婷讲师 
段白鸽讲师 

 

2 精算 
寿险精算 
非寿险精算 

徐文虎教授 
陈冬梅副教授 
许闲副教授 
张仕英讲师 
钱勇讲师 
林琳讲师 
沈婷讲师 
段白鸽讲师 
数学学院研究生导师 
乌尔姆大学有关教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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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30156 保险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TH620068 利息理论 

数学科学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TH630140 利息理论引论 
数学科学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1 保险学研究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2 风险管理研究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4 保险财务分析与管理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5 保险数理基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09 理论测量概率入门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10 财务数学Ⅰ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I620011 实用精算学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12 （金融）数学课程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13 精算学讲座Ⅰ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20014 应用金融工程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I630006 精算学研讨会 经济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I630007 资产评估讲座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630009 精算学讲座Ⅱ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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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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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方面的名著、论文，
重要期刊包括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保险研究、世
界经济、管理世界、上海保险等。 

无 无  

3 

英文刊物包括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 research、North American 
actuary journal等。 

无 无  

4 
中文报纸等《中国保险报》，《解放日报保险周刊》，
《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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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专业学位） 025600  
            
一、 培养目标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学位项目旨在满足我国资产评估实务的广泛而迫切的专门人才需
求，面向我国资产评估中介机构，为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金融机构，企事业
单位等宽口径就业领域，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系
统掌握资产评估基本原理，具备从事资产评估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对资产评
估实务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的资产评估
专门人才。 
同时，利用复旦大学学科平台，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学科优势，与英美等国际机构或
学校合作，加强高端资产评估专门人才的培养，加速适合国际接轨要求的高端资产
评估人才。 
学习年限为2-3年。通过2-3年的学习，掌握会计、财务管理、企业价值投资、房地
产评估等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资产评估基础知识，具备将宏观经济分析视野和微
观资产评估技术结合的复合型知识结构，熟悉资产评估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具备处理资产管理与评估领域各种问题的业务能力，能够在资产评估中介机构、金
融机构、企事业等单位，从事资产管理、资产评估实务及相关工作的实务型高端人
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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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学位专业课 5 9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1 3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1）通过课堂学习与校外实习掌握较坚实的资产评估理论基础与技能，参与实务课
程学习，积极参加国家或国际资质的资产评估相关资格考试，具备从事资产评估及
相关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结构、思维特征和应用能力。 
（2）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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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实践不得少于6个月。 
（3）由实习指导老师及实习单位提供实习期间的评价报告。 
 
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学院举办的资产评估相关的理论与实务讲座和前沿专
题报告； 
（2）能独立完成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等的撰写； 
（3）通过金融英语学习，能够直接胜任全英语授课，能流畅地阅读外文文献； 
（4）能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 
（5）实习期间能够参加与资产评估相关单位的各种业务研究及实务操作等活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须与资产评估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资产评估及相关学科理论、
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资产评估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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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类型可以是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产品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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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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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 
（5）论文字数要在2.5万字左右，论文的写作时间不能少于一学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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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掌握资产评估基本原理，具备从事资产评估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 
（3）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运用电脑的能力； 
（4）能运用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5）对资产评估实务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6）参加或通过国家或国际资质的资产评估相关证书的考试。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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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评估理论
与实务 

公司价值评估 
技术产权评估 
房地产评估 
无形资产评估 
机电设备评估 
资源产权评估 
行业资产评估 
实务期权 
资产评估准则及国际比较 
建筑工程评估基础 
经济法 

杨青教授博导 
张陆洋教授博导 
蒋祥林副教授 
孙琳副教授 
徐晔副教授 
沈红波副教授 
黄平高级律师 
张美灵资产评估师 
赵仕坤资产评估师 
许军资产评估师 
任婷珍资产评估师 
刘登清资产评估师 
蒋骁资产评估师 
梁彬资产评估师 
陈少瑜资产评估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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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62 公司金融学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IB620004 经济学分析与应用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630005 数量分析方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01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06 中级财务会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ECON620065 金融英语 经济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V620002 
房地产估价理论与实
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04 企业价值评估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07 经济法理论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08 技术经济学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09 无形资产评估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20010 

资产评估准则及国际
比较 

经济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ECON620054 金融理论与政策 经济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CON630051 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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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30001 税法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30002 

城市土地经济与建筑
工程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30003 机电设备评估基础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30004 

行业资产评估及新业
务前沿专题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V630005 
碳资产定价管理理论
与实务 

经济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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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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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十八大三中全会
报告等 

无  

2 

经济学界公认的国内外金融学、资产评估方面的名
著、论文权威性刊物，如金融研究、经济研究、世
界经济、管理世界、The Appraisal Journal、The 
Appraisal of Real Estate、The Dictionary of 
Real Estate Appraising、Valuation Magazine
等。 

无 无  

3 
中文专业报纸，如《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
《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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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0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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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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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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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
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
参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写作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算）；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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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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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其中学位课程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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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门。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能力； 
3、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写作论文摘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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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4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通过博士资格考后确认转博或转硕）  
七、 其他  

 

1、导师设置 
硕博连读生前三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不设导师；第四学期上半学期资格考试后确
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以及上一门博士生预备课程（分流硕不上）。分流硕士
通过双向选择确定相应的硕士生导师，做法参照MBA和M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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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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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明杰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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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30183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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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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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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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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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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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财务管理 专业学位） 025100069a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学习公司金融、投资学、资本市场与金融工具等领域的前沿知识，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培养能够从事企业投融资决策、风险管理、财务分析和定量研究等方面工
作的优秀人才，使学生具备为金融行业的重要企业、大中型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财
务与投资部门工作的专业技能和综合潜质。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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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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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参与校内外各种前沿学术讲座和学术活动； 
（2）到金融机构能独立工作和实习； 
（3）按规定参与各项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4）完成CDO的职业发展课程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导师和导师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2）学位论文选题应属于本专业有关研究方向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的课
题，对有关学科发展或实际应用具有一定意义，难度适当； 
（3）论文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扎实的金融学和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和知识，熟悉所
研究课题的研究动态与主要进展； 
（4）论文应在专业领域某一方向有一定的创新见解，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
值； 
（5）论文要求尽可能利用现代金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6）论文论述严谨，语言流畅，文献引用正确，数据准确； 
（7）论文写作应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掌握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前沿的现代金融理论，同时
能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分析和解决国内外金融实践中的问题，具备独立的分析，综合
和创新能力。金融硕士项目鼓励学生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但不作为授予硕士学
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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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本方向提供公司金融、投资学、资本市场与金融工具等领域的
前沿知识，涵盖公司财务与估值，行为金融，风险管理，数量
资产管理，财务建模与数据库，固定收益证券等内容。本方向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分析和解决国内外金融

孙谦教授博导,  
王克敏教授博导, 
范龙振教授博导,  
田澍副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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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问题。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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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131 会计学原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0 初级计量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1 微观经济学理论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13 数量资产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4 风险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5 公司财务与估值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6 行为金融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7 财务建模与数据库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8 固定收益证券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9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
机构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42 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2 衍生证券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5 高级金融计量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6 高级投资组合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7 高级金融计算方法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8 高级金融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1 金融创新与监管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4 国际金融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5 

中国股票市场数量分
析研究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6 金融工程案例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7 银行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254 投资银行与资产估值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255 

金融工程在美国和亚
洲金融市场的应用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cc7007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cc7009 中国税制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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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4th edition, 

 Wooldridge, Jefferey,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 
Microeconomic Theory: Basic Principles and 
Extensions by Snyder, 10th edition, 

Nicholson,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2007 

  

3 
Financial Accounting, 7th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Weygandt, Jerry, Paul, Kimmel, and 
Donald Kieso, 2011 

  

4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hn Hull, Wiley and Sons, 2012. 
 

  

5 
Efficiently Inefficient: How Smart Money 
Invests and Market Prices are Determined 

Pedersen, Lasse, 201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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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金融工程管理 专业学位） 025100069b  
            
一、 培养目标  

 

旨在将金融、统计、数学以及计算机领域的技术与概念层面的最新进展综合成一套
系统知识，培养适宜从事风险管理、结构金融产品、销售与定量交易、定量研究以
及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工作，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以满足不断
增长的风险管理和数量金融领域市场的需求和挑战，为金融行业的领先企业提供高
端金融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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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6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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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参与校内外各种前沿学术讲座和学术活动； 
（2）到金融机构能独立工作和实习； 
（3）按规定参与各项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4）完成CDO的职业发展课程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导师和导师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2）学位论文选题应属于本专业有关研究方向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的课
题，对有关学科发展或实际应用具有一定意义，难度适当； 
（3）论文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扎实的金融学和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和知识，熟悉所
研究课题的研究动态与主要进展； 
（4）论文应在专业领域某一方向有一定的创新见解，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
值； 
（5）论文要求尽可能利用现代金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6）论文论述严谨，语言流畅，文献引用正确，数据准确； 
（7）论文写作应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掌握扎实的金融理论知识和前沿的现代金融理论，融合
金融、统计、数学等领域的知识。同时能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分析和解决国内外金融
实践中的问题，具备独立的分析，综合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但不作为授予硕士学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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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程管理 

本研究方向将教授金融、统计、数学以及计算机领域的技术与
概念层面的最新进展，并将其综合成一套系统知识。本研究方
向提供高级金融计量学，高级金融经济学，高级投资组合管理，
高级金融计算方法，资产定价，金融随机分析，金融衍生工具，
固定收益证券等内容。 

马成虎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肖志国教授博导， 
张晓蓉副教授， 
朱祁讲师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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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140 初级计量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1 微观经济学理论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MANA620123 金融随机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5 高级金融计量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6 高级投资组合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7 高级金融计算方法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8 高级金融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42 资产定价理论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06 金融衍生工具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8 固定收益证券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42 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2 衍生证券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3 数量资产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4 风险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5 公司财务与估值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16 行为金融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1 金融创新与监管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4 国际金融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5 

中国股票市场数量分
析研究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6 金融工程案例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87 银行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254 投资银行与资产估值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255 

金融工程在美国和亚
洲金融市场的应用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cc7007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PAcc7009 中国税制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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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4th edition 

Wooldridge, Jefferey (2008),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 
Microeconomic Theory: Basic Principles and 
Extensions ,10th edition 

 Snyder/Nicholson,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2007 
 
 

  

3 Advanced Asset Pricing Theory 
Ma Chenghu,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1. 

  
4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7TH John C. Hull, Prentice Hal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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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025400  
            
一、 培养目标  

 

DDIM项目的创立起因于2005年中意两国教育部部长所签署的关于合作开设“中意高
校项目”的备忘录。2006年2月20日，中意双方在意大利米兰正式签署了关于“复旦
—博科尼/路易斯管理学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合作协议书，有效期为3年。同年9月，
DDIM在复旦大学正式启动。2009年，中意双方就新一轮项目合作方案达成共识，继
续推行本项目。 
 
本项目为双硕士学位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多元化背景、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管
理学领域新生力量，使之全方位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熟练运用当代管理手段，进
而成为具有扎实管理理论知识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项目学制二年半。学生第一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习核心课程，第二年在意大利
完成选修课程的修读并完成学位论文写作及答辩，最后半年回到复旦大学办理复旦
方学位申请的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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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3   
 专业选修课 7 19   
 政治理论课 2 3   
 专业外语 1 1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可自行选择时间地点；也可根据需要，担任
专业课助教。要求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能力。 
（2）积极参与项目组织的各种必修和选修学术报告、前沿讲座及专题讨论等活动，
能够对本专业范围内的理论或热点提出问题，并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性、新颖性、
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论文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学生必须附1000到2000字的中文摘要，国际学生必须附1000
到20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项目培养学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备良好的国际管理知识，
高水平的商业研究分析能力和熟练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在两年学习期间发
表学术论文，但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证明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和授予学位
的必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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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5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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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务 
该研究方向提供绩效测评和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公司商法，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演进，开放经济
下的经济学，管理学数量方法等内容。 

黎德元教授博导, 
赵优珍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徐云杰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 
 
 
 
,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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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089 公司商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2 绩效测评+财务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3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4 营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6 人力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4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7 国际商务演进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91 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7 管理学数量方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010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
语） 

管理学院 3 21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3 国际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4 

投资银行和结构金融
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5 国际金融市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6 

机构投资者的个人银
行业务和资金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7 私有股权和风险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8 金融体系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9 公司商法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1 不动产金融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2 国际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3 跨国公司的战略规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4 项目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5 企业权力和商业计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6 战略商业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7 竞争分析和商业情景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8 商业历史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30131 国际市场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2 电子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3 企业间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4 销售和大客户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1 设计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2 知识产权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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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30144 创新与竞争力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5 国际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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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630148 并购与投资银行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9 国际贸易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0 旅游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1 商务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2 比较政治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3 创新公共管理制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4 高级计量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5 公共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6 管理咨询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7 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8 领导力及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9 金融市场规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0 创新科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1 

欧洲及国际项目财务
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2 
知识管理及组织结构
设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3 应用数量金融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4 资产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5 奢侈品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6 

国际零售业及物流管
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7 合并报表及集团业绩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8 决策与沟通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9 

客户关系管理及客户
忠诚度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0 企业合并策划与估值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1 高级审计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2 

计划与预算（绩效评估
与激励）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3 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4 社会企业家精神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5 管理能力培养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2 传媒发布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3 政治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4 信息及金融市场结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5 创业精神与风险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6 能源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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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 3rd 
Edition, 2013, by R. Kaplan and A. 
Atkinson, Pearson 

  

2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10th 
Edition 

Horngren, Sundem, Elliott, and 
Phillbric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 Marketing Management, 14e (Global Edition)  
Philip Kotler& Kevin Keller,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4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www.hbr.com; 
http://www.hbrchina.com.cn 

  

5 HBS Working Knowledge 
http://www.hbswk.hbs.edu/topics/m
arketing.html 

  

6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 Economics with CB 
CourseSmart eBook 12th Edition (Specific 
version for Asia),  

Anderson, D.R., Sweeney, D.J., 
Williams, T.A., Camm, J.D. and 
Cochran, J.J. (2014).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532

http://www.hbr.com;
http://www.hbrchina.com.cn
http://www.hbswk.hbs.edu/topics/m


·533· 

国际商务（“中意DDIM”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国内学生）
025400DDIMa  

            
一、 培养目标  

 

DDIM项目的创立起因于2005年中意两国教育部部长所签署的关于合作开设“中意高
校项目”的备忘录。2006年2月20日，中意双方在意大利米兰正式签署了关于“复旦
—博科尼/路易斯管理学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合作协议书，有效期为3年。同年9月，
DDIM在复旦大学正式启动。2009年，中意双方就新一轮项目合作方案达成共识，继
续推行本项目。 
 
本项目为双硕士学位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多元化背景、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管
理学领域新生力量，使之全方位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熟练运用当代管理手段，进
而成为具有扎实管理理论知识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项目学制二年半。学生第一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习核心课程，第二年在意大利
完成选修课程的修读并完成学位论文写作及答辩，最后半年回到复旦大学办理复旦
方学位申请的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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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修课 0 0   
 学位基础课 7 23   
 学位专业课 0 0   
 专业选修课 7 19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0 0   
 公共选修课 0 0   
 跨一级学科 0 0   
 专业外语 1 1   
 专业学位公共课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0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可自行选择时间地点；也可根据需要，担任
专业课助教。要求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能力。 
（2）积极参与项目组织的各种必修和选修学术报告、前沿讲座及专题讨论等活动，
能够对本专业范围内的理论或热点提出问题，并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性、新颖性、
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论文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学生必须附1000到2000字的中文摘要，国际学生必须附1000
到20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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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项目培养学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备良好的国际管理知识，
高水平的商业研究分析能力和熟练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在两年学习期间发
表学术论文，但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证明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和授予学位
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5 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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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务 
该研究方向提供绩效测评和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公司商法，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演进，开放经济
下的经济学，管理学数量方法等内容。 

黎德元教授博导， 
赵优珍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徐云杰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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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089 公司商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2 绩效测评+财务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3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4 营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6 人力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4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7 国际商务演进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91 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7 管理学数量方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010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
语） 

管理学院 3 21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3 国际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4 

投资银行和结构金融
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5 国际金融市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6 

机构投资者的个人银
行业务和资金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7 私有股权和风险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30118 金融体系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9 公司商法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1 不动产金融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2 国际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3 跨国公司的战略规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4 项目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5 企业权力和商业计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6 战略商业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7 竞争分析和商业情景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8 商业历史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1 国际市场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2 电子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3 企业间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4 销售和大客户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1 设计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2 知识产权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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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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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630144 创新与竞争力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5 国际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8 并购与投资银行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9 国际贸易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0 旅游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1 商务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2 比较政治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3 创新公共管理制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4 高级计量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5 公共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6 管理咨询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7 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8 领导力及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9 金融市场规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0 创新科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1 

欧洲及国际项目财务
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2 
知识管理及组织结构
设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3 应用数量金融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4 资产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5 奢侈品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6 

国际零售业及物流管
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7 合并报表及集团业绩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8 决策与沟通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9 

客户关系管理及客户
忠诚度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0 企业合并策划与估值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1 高级审计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2 

计划与预算（绩效评估
与激励）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3 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4 社会企业家精神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5 管理能力培养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2 传媒发布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3 政治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4 信息及金融市场结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5 创业精神与风险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6 能源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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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 3rd 
Edition, 2013, by R. Kaplan and A. 
Atkinson, Pearson 

  

2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10th 
Edition 

Horngren, Sundem, Elliott, and 
Phillbric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www.hbr.com; 
http://www.hbrchina.com.cn 

  

4 HBS Working Knowledge 
http://www.hbswk.hbs.edu/topics/m
arketing.html 

  

5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 Economics with CB 
CourseSmart eBook 12th Edition (Specific 
version for Asia),  

Anderson, D.R., Sweeney, D.J., 
Williams, T.A., Camm, J.D. and 
Cochran, J.J. (2014).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6 Marketing Management, 14e (Global Edition)  
Philip Kotler& Kevin Keller,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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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中意DDIM”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国际学生）
025400DDIMb  

            
一、 培养目标  

 

DDIM项目的创立起因于2005年中意两国教育部部长所签署的关于合作开设“中意高
校项目”的备忘录。2006年2月20日，中意双方在意大利米兰正式签署了关于“复旦
—博科尼/路易斯管理学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合作协议书，有效期为3年。同年9月，
DDIM在复旦大学正式启动。2009年，中意双方就新一轮项目合作方案达成共识，继
续推行本项目。 
 
本项目为双硕士学位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多元化背景、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管
理学领域新生力量，使之全方位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熟练运用当代管理手段，进
而成为具有扎实管理理论知识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项目学制二年半。学生第一年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习核心课程，第二年在意大利
完成选修课程的修读并完成学位论文写作及答辩，最后半年回到复旦大学办理复旦
方学位申请的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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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修课 0 0   
 学位基础课 7 23   
 学位专业课 0 0   
 专业选修课 7 19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1 4   
 公共选修课 0 0   
 跨一级学科 0 0   
 专业外语 1 1   
 专业学位公共课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0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可自行选择时间地点；也可根据需要，担任
专业课助教。要求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能力。 
（2）积极参与项目组织的各种必修和选修学术报告、前沿讲座及专题讨论等活动，
能够对本专业范围内的理论或热点提出问题，并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性、新颖性、
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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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学生必须附1000到2000字的中文摘要，国际学生必须附1000
到2000字左右的中文摘要。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国际商务专业硕士项目培养学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备良好的国际管理知识，
高水平的商业研究分析能力和熟练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在两年学习期间发
表学术论文，但不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证明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和授予学位
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5 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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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务 
该研究方向提供绩效测评和财务会计，公司财务，公司商法，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演进，开放经济
下的经济学，管理学数量方法等内容。 

黎德元教授博导， 
赵优珍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徐云杰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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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089 公司商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2 绩效测评+财务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3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4 营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096 人力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24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7 国际商务演进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091 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107 管理学数量方法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010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2 

第二外国语（意大利
语） 

管理学院 3 21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3 国际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4 

投资银行和结构金融
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5 国际金融市场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6 

机构投资者的个人银
行业务和资金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7 私有股权和风险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30118 金融体系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19 公司商法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1 不动产金融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2 国际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3 跨国公司的战略规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4 项目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5 企业权力和商业计划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6 战略商业模型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7 竞争分析和商业情景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28 商业历史比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1 国际市场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2 电子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3 企业间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34 销售和大客户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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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630141 设计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2 知识产权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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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30144 创新与竞争力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5 国际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8 并购与投资银行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49 国际贸易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0 旅游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1 商务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2 比较政治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3 创新公共管理制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4 高级计量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5 公共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6 管理咨询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7 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8 领导力及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59 金融市场规范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0 创新科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1 

欧洲及国际项目财务
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2 
知识管理及组织结构
设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3 应用数量金融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4 资产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5 奢侈品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6 

国际零售业及物流管
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7 合并报表及集团业绩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8 决策与沟通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69 

客户关系管理及客户
忠诚度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0 企业合并策划与估值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1 高级审计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2 

计划与预算（绩效评估
与激励）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3 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4 社会企业家精神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75 管理能力培养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2 传媒发布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3 政治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4 信息及金融市场结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5 创业精神与风险投资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30196 能源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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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 3rd 
Edition, 2013, by R. Kaplan and A. 
Atkinson, Pearson 

  

2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10th 
Edition 

Horngren, Sundem, Elliott, and 
Phillbrick,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www.hbr.com; 
http://www.hbrchina.com.cn 

  

4 HBS Working Knowledge 
http://www.hbswk.hbs.edu/topics/m
arketing.html 

  

5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 Economics with CB 
CourseSmart eBook 12th Edition (Specific 

Anderson, D.R., Sweeney, D.J., 
Williams, T.A., Camm, J.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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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for Asia),  Cochran, J.J. (2014).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 
 

6 Marketing Management, 14e (Global Edition)  
Philip Kotler& Kevin Keller,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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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Fudan-LBS GMiM”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国内学生） 025400GMiMa  

            
一、 培养目标  

 

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学院开始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管理
教育的新形象。2014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英国伦敦商学院联合开办2年制（专业
学位）国际商务——全球化经营与管理方向（Global MiM）双学位项目。伦敦商学
院作为全球商业教育领域的领军者，集一流的学术造诣和全球视角。作为各行业内
颇具影响力的专家，伦敦商学院的教职人员所提出的新想法及其最前沿的商业思维
都受到商政界领导、专家和媒体的重视。庞大的国际校友关系网蕴含了无尽的知识、
资源、交流机会，对学生的就业前途获益良多。 
两所院校强强联手所打造的项目融合了中西管理体系的精华，结合本土实践与全球
视野的教学适应了当下全球化潮流的需要，希望能培养出更多既具有全球视野、又
深谙本土情势，在全球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商业翘楚与未来领袖。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补修课 0 0   
 学位基础课 0 0   
 学位专业课 11 23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0 0   
 公共选修课 0 0   
 跨一级学科 0 0   
 专业外语 1 1   
 专业学位公共课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0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 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可自行选择时间地点；也可根据需要，担任专
业课助教。要求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能力。 
2. 学习期间，积极参与项目组织的各种必修和选修学术报告、前沿讲座及专题讨论
等活动，能够对本专业范围内的理论或热点提出问题，并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性、新颖性、重
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用英文撰写，字数在30000字左右，同时须提供中英文摘要 
4. 论文格式须遵循复旦大学学位论文的格式规范要求。 

 

540



·541·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培养学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备良好的国际管理知识，高水平的商业研究分
析能力和熟练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在两年学习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但不将
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证明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和授予学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本项目学制两年，第一年前往英文伦敦，在伦敦商学院学习基础课程。第二年返回
复旦，学生其它必修及选修课，同时在复旦论文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的撰写和
答辩。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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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务 
该研究方向提供金融会计，企业领导力，全球宏观经济学，决
策风险分析，全球商务与管理，战略分析，商法与商业道德等
内容。 

黎德元教授博导， 
赵优珍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徐云杰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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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202 金融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3 市场与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4 全球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5 金融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6 企业领导力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7 战略分析 管理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8 全球商务与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1 商法与商业道德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4 

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
沟通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6 管理数据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7 决策风险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209 
战略管理: 创新与创
业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0 奢侈品牌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2 

管理数字亚洲：电子商
务与大数据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3 
前沿市场营销研究与
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5 供应链的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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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Brealey, Myers and Allen   
2 

Business Analytics: Data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S.C. Albright and W.L. Winston   

3 Economics of Strategy 
Besanko, D., Dranove, D., Shanley, 
M., & Schaefer, S. 

  

4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hilling, Melissa A, Tata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6  

  
5 Managing the Digital Firm (13th Edition, 2013)  Ken Laudon and Jane P. Lau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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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Fudan-LBS GMiM”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国际学生） 025400GMiMb  

            
一、 培养目标  

 

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学院开始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管理
教育的新形象。2014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英国伦敦商学院联合开办2年制（专业
学位）国际商务——全球化经营与管理方向（Global MiM）双学位项目。伦敦商学
院作为全球商业教育领域的领军者，集一流的学术造诣和全球视角。作为各行业内
颇具影响力的专家，伦敦商学院的教职人员所提出的新想法及其最前沿的商业思维
都受到商政界领导、专家和媒体的重视。庞大的国际校友关系网蕴含了无尽的知识、
资源、交流机会，对学生的就业前途获益良多。 
两所院校强强联手所打造的项目融合了中西管理体系的精华，结合本土实践与全球
视野的教学适应了当下全球化潮流的需要，希望能培养出更多既具有全球视野、又
深谙本土情势，在全球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商业翘楚与未来领袖。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2 学分   
 其中：   
 课程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须修门数 须修学分   
 补修课 0 0   
 学位基础课 0 0   
 学位专业课 11 23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0 0   
 第一外国语 1 4   
 公共选修课 0 0   
 跨一级学科 0 0   
 专业外语 1 1   
 专业学位公共课 0 0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0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 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可自行选择时间地点；也可根据需要，担任专
业课助教。要求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调查研究，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能力。 
2. 学习期间，积极参与项目组织的各种必修和选修学术报告、前沿讲座及专题讨论
等活动，能够对本专业范围内的理论或热点提出问题，并有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性、新颖性、重
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用英文撰写，字数在30000字左右，同时须提供中英文摘要 
4. 论文格式须遵循复旦大学学位论文的格式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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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培养学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具备良好的国际管理知识，高水平的商业研究分
析能力和熟练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在两年学习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但不将
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证明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检验标志和授予学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本项目学制两年，第一年前往英文伦敦，在伦敦商学院学习基础课程。第二年返回
复旦，学生其它必修及选修课，同时在复旦论文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的撰写和
答辩。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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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际商务 
该研究方向提供金融会计，企业领导力，全球宏观经济学，决
策风险分析，全球商务与管理，战略分析，商法与商业道德等
内容。 

黎德元教授博导， 
赵优珍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徐云杰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等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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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202 金融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3 市场与营销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4 全球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5 金融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6 企业领导力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7 战略分析 管理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08 全球商务与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1 商法与商业道德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4 

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
沟通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6 管理数据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7 决策风险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NA620209 
战略管理: 创新与创
业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0 奢侈品牌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2 

管理数字亚洲：电子商
务与大数据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3 
前沿市场营销研究与
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NA620215 供应链的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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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Brealey, Myers and Allen   
7 

Business Analytics: Data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S.C. Albright and W.L. Winston   

8 Economics of Strategy 
Besanko, D., Dranove, D., Shanley, 
M., & Schaefer, S. 

  

9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hilling, Melissa A, Tata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6  

  
10 Managing the Digital Firm (13th Edition, 2013)  Ken Laudon and Jane P. Laudon   

  

543



·544· 

统计学 0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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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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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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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
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写作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算）；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对现代统计学的思想、知识、方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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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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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其中学位课程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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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门。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能力； 
3、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写作论文摘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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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4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通过博士资格考后确认转博或转硕）  
七、 其他  

 

1、导师设置 
硕博连读生前三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不设导师；第四学期上半学期资格考试后确
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以及上一门博士生预备课程（分流硕不上）。分流硕士
通过双向选择确定相应的硕士生导师，做法参照MBA和M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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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风险的统
计分析 

主要研究金融系统中系统风险的度量与统计分析；投资组合的
VAR，CVAR的统计计算与控制等 

郑明教授博导 
张新生教授博导 
朱仲义教授博导 
 

 

2 
现代统计质量
管理 

主要研究六西格玛管理中的统计方法，统计质量控制图（SPC）
及变点分析等 

郑明教授博导 
张新生教授博导 
朱仲义教授博导 
 

 

3 
数据挖掘与决
策 

主要研究商业数据挖掘中的统计方法及其应用 

郑明教授博导 
张新生教授博导 
朱仲义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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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193 高等计量金融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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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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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stical Inference, 2nd Edition 

Casella, G. and Berger, R. L. 
Duxbury Press, 2002. 

必读  

2 Bootstrap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 
A.C.Davison and D. V. Hink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必读  

3 Statistics for High-Dimensional Data 
Peter Buhlmann, Sara Van de Geer, 
Springer, New York, 2011. 

必读  

4 Probability Essentials 
Jacod, J. & Protter, P.,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0）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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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nd Edition 
Givens, G.H. and Hoeting, J. A., 
2013, John Wiley & Sons 

必读  

6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Basic Ideas and 
Selected Topics (Vol. 1 and 2)， 2nd 

Bickel, P.J. and Doksum, K.A., 2015, 
CRC Press 

必读  

7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2nd 
Edition 

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 2009, Springer 

必读  

8 Large Sample Techniaues for Statistics Jiang, J., 2010, Springer 必读  
9 Measure Theory and Probability Theory 

Athreya, K. B. and Lahiri, S. N., 
2006, Springer 

选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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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nd ed. Shao, J. Springer, 2003 选读  

12 Asymptotic Statistics 
van der Vaart, A. W., 199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选读  

13 
R in Action: Data Analysis and Graphics with 
R, 2nd Edition 

Kabacoff, R. I., 2015, Springer 选读  
14 A Course in Large Sample Theory Ferguson, T.S., 1996, CRC Press 选读  
15 

Statistical Learning with Sparsity: the Lasso 
and Generalizations 

T. Hastie, R. Tibshirani, and M. 
Wainwright, 2015, CRC Press 

选读  

16 Theory of Point Estimation, 2nd ed. 
Lehmann, E. L. and Casella, G., 
1998, Spinger-Verlag 

选读  

17 Testing Statistical Hypotheses, 3rd ed 
Lehmann, E. L. and Romano, J. P. 
Springer, 2005. 

选读  

18 

Regression Modeling Strateg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Linear Models,Logistic and 
Ordinal Regression,and Survival Analysis, 2nd 
Edition 

Harrell, F. E., 2015， Springer 选读  

19 
Nonparametric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Li, Q. and Racine, J. S., 200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选读  

20 高等数理统计学 
陈希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9 

选读  
21 Elements of Large-Sample Theory Lehmann, E. L. Springer, 1999. 选读  
22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rd Edition 

Anderson, T. W., 2003, John Wiley & 
Sons 

选读  

23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and Bayesian 
Analysis 

James O. Berger, Springer 选读  

24 Essentials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 
Young, G. A. and Smith, R. 
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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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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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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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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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
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写作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算）；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对现代统计学的思想、知识、方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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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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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其中学位课程不超
过1门。 

 

547



·548·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能力； 
3、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写作论文摘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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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4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通过博士资格考后确认转博或转硕）  
七、 其他  

 

1、导师设置 
硕博连读生前三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不设导师；第四学期上半学期资格考试后确
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以及上一门博士生预备课程（分流硕不上）。分流硕士
通过双向选择确定相应的硕士生导师，做法参照MBA和M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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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生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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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仲义教授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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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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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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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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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Spinger-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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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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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2 4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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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
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写作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算）；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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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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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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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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其中学位课程不超
过1门。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能力； 
3.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写作论文摘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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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4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通过博士资格考后确认转博或转硕）  
七、 其他  

 

1.导师设置 
硕博连读生前三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不设导师；第四学期上半学期资格考试后确
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以及上一门博士生预备课程（分流硕不上）。分流硕士
通过双向选择确定相应的硕士生导师，做法参照MBA和M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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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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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20132 离散事件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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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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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30183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管理学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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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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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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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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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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信息系统 
肯尼斯 C.劳顿，简 P.劳顿著；薛华成
译 

必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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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计量经济学导论 伍德里奇(200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必读  
33 心理学研究方法 

拉里.克里斯腾森（2005），北京大学
出版社 

选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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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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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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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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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8   
 学位专业课 4 12   
 专业选修课 2 5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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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注重其前瞻性、实用
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1）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2）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
操作性。 
（3）综合能力：注重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4）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
考文献的规范。 
3、论文写作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开始时间从论文开题时计算）；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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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其中学位课程不超
过1门。 
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能力； 
3、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写作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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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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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学习年限  
 4年（第二学年第二学期通过博士资格考后确认转博或转硕）  
七、 其他  

 

1、导师设置 
硕博连读生前三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不设导师；第四学期上半学期资格考试后确
定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以及上一门博士生预备课程（分流硕不上）。分流硕士
通过双向选择确定相应的硕士生导师，做法参照MBA和M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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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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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军雄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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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秀成教授博导 
马成虎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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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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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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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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630183 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管理学院 3 54 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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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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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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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7th edition,2015
年版) 

William R.Scott/Pearson Prentice 
Hall 

必读  

2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Watts R.L. and J.L. Zimmerman, 
Prentice Hall 

必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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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Ball and Brow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968), 
pp.159-178 

必读  

5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I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Watts, R.L. /Accounting Horizons; 
(September/December),2003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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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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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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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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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Market Reaction to the Adoption of IFRS in 
Europe  

Accounting Review, Vol. 85 Issue 1, 
p31-61，2010 

选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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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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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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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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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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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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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 

Burgstahler D. and I. 
Dichev/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1997 

选读  

17 
Voluntary disclosure, earnings quality, and 
cost of capital 

Francis, J., Nanda, D., Olss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6, 
53–99. ,2008 

选读  

18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Basu.S./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4 (December), 3-37,1997

选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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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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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e contracting benefit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o lenders and borrowers 
 

Zhang Jiey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27-54 

选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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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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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conomictrics of Event Studies 
 

Kothari S.P. and 
J.B.Warner/Handbook of Corporate 
Finance edited by B.Espen Eckbo 

选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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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set Pricing 
John H. Cochra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2005年1月3日), ISBN: 0691121370 

必读  

27 
Dynamic Asset Pricing Theory 
 

Darrell Duff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rd Revised 
edition (2001年10月1日), ISBN: 
069109022X 

选读  

28 
Investments 
 

Zvi Bodie, Alex Kane , Alan J. 
Marcus, Bruce Swensen,  
Mcgraw-Hill College (2008年6月24
日),ISBN: 007336357X 

必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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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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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Tools for Today's 
Markets 

Bruce Tuckman, Angel Serrat， Wiley; 
3 (2011年11月8日), ISBN: 0470891696

选读  
31 高级资产定价理论 马成虎，20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选读  

32 
The New Corporate Finance: Where Theory Meets 
Practice 

Donald H. Chew,  
McGraw-Hill/Irwin, 3rd edition 
(2000-8-24), ISBN: 978-0072339734 

必读  

33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Jean Ti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tion (2006-1-1) , 
ISBN: 978-0691125565  

必读  

34 Financial Markets and Corporate Strategy 

Grinblatt, Mark and Titman, 
Sheridan,  McGraw-Hill/Irwin, 2nd 
edition (2001-10-16), ISBN: 
978-00722943304.  

选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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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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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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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Oriental Management 
Su Dongshu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必读  
39 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 薛求知，复旦大学出版社 必读  
40 当代西方管理学流派 苏勇（2007） 选读  
41 公司文化 阿伦.肯尼迪等著，三联书店 选读  
42 竞争战略 麦克尔.波特著，华夏出版社 选读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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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追求卓越 托马斯.彼得斯等著，企业管理出版社 选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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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 E.海能著，知识出版社 选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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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 Smith and Hitt (2006)   选读 
 

 

49 Causal Models in Marketing  
Bagozzi, R.P.,John Wiley & Sons, 
1980 

必读  

50 Marketing Theory 
Brown, S.W.and Fisk R.P. , Wiley, 
1984 

必读  

51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oleman, James S., Belknap Press, 
1990 

必读  

52 
Foundations of Marketing Theory: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arketing  

Wiley, 2013 必读  

53 
Controversy in Marketing Theory: For Reason, 
Realism, Truth, and Objectivity 

Shelby D. Hunt, M.E. Sharpe, 2003.必读  

54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Kerlinger, F.N.，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必读  

55 
Research Traditions in Marketing 
 

Laurent, G., Lilien G.L., Pras B., 
EIASM. 1994 

必读  

56 
Marketing Theory: Evolution and Evaluation 
 

Jagdish N. Sheth, David M. Gardner 
and Dennis E. Garrett;John Wiley & 
Sons, 1988 

必读  

57 
Handbook of Consumer Behavior 
 

Thomas S. Robertson, Harold H. 
Kassarjian;Prentice-Hall, 1991   

必读  

58 
Handbook of Marketing 
 

Barton Weitz and Robin Wensley, Sage 
Publications, 2002 

必读  

59 
Theory Construction in Marketing  
 

Zaltman, G., LeMasters K., and 
Heffring M., John Wiley & Sons. 1982

必读  

60 
《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中
信出版社，2012  

选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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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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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绝对价值：信息时代影响消费者下单的关键因 伊塔马尔·西蒙森 (Itamar Simonson), 选读  

558



·559· 

素》 
 

艾曼纽·罗森 (Emanuel Rosen)；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2014  

64 
Brand Premium: How Smart Brands Make More 
Money 

Nigel Hollis，Palgrave Macmillan，
2013  

选读  

65 
Counterintuitive Marketing: Achieve Great 
Results Using Uncommon Sense 

Kevin J. Clancy and Peter C. Krieg；
Free Press, 2009 

选读  

66 
How Customers Think: Essential Insights into 
the Mind of the Market 

Gerald Zaltman and Joseph C. 
Wils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选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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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ill & Vision: How Latecomers Grow to Dominate 
Markets 

Gerard J. Tellis and Peter N. 
Golder,McGraw-Hill College Div., 
2006 

选读  

69 
Converge: Transforming Busines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arketing and Technology 

Bob Lord and Ray Velez, Wiley, 2013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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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125100  
            
一、 培养目标  

 

项目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掌握管理领域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在一
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全面提升管理实践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工商
业青年精英和未来领袖。 
具体培养目标包括： 
1、学生应掌握全面系统的管理理论、工具及方法的知识体系； 
2、学生能具备将理论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学生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商业环境、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 
4、学生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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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5   
 专业选修课 9 18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1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Orientation：MBA新生入学导向课程，要求新生必须全部参加，并占1个必修
的学分。 
（2）Study Trip：MBA学生在读期间，学生以班级或俱乐部组织等团队形式进行企
业参访活动，将课堂知识与企业实际运作结合起来。该活动原则上要求所有学生参
加，但不作为必修活动。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完成时间不得少于一学年；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论文具体要求： 
1、论文选题 
工商管理（MBA）专业硕士的论文选题要求与工商企业的管理实践相结合，注重其前
瞻性、实用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操作
性。 
综合能力：注重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考文
献的规范。 
3、论文评阅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必须个人提交答辩申请，经导师签字同意方可列
入预答辩名单。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3名以上与论文相关学科的专家（导师除外）
评阅论文，论文评阅人中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至少1人； 
接受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的论文不能出现指导老师姓名。 
4、论文答辩 
在收到至少两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书后，方可组织对其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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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5名工商管理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
指导老师不能出任该生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5、学位授予 
在规定的年限内，凡符合工商管理（MBA）硕士培养方案中的有关要求，并通过工商
管理硕士（MBA）学位论文答辩的，经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表决通过，报复旦
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方可授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学生需掌握全面系统的管理理论、工具及方法的知识体系，具备将理论及科学研究
方法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作为授予本专业硕士学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1、半脱产、业余学员学制为2.5年，最多不得超过5年； 
2、个别成绩优秀、工作出色、并完成MBA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而且所修
成绩优良，必修课程优占三分之二以上，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经批准可提前毕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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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与大
数据 

通过本方向的学习，学生将深度分析电子商务的各种模式，深
度理解网络消费者的行为，掌握平台经济，管理企业的电商转
型和运营，并能利用电子商务新技术进行创新创业，管理电子
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并发掘移动商务新商机。其中，利用大数
据支持管理决策将贯穿整个培养计划。这个专业方向也将提供
机会，让学生把所学的付诸实践，亲自策划创业或参与电商管
理实践。 

凌鸿教授博导 
刘杰教授博导 
张成洪教授博导 
徐云杰教授 
戴伟辉副教授 
卢向华副教授 
彭志伟副教授 
王有为副教授 
胥正川副教授 
许博副教授 
张诚副教授 
卫学启讲师 

 

2 财务金融 

基于财务金融领域的系统架构，培养学生成为金融领域的通用
型人才。 
基于财务金融领域的专业标准，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知识扎实和
专业技能突出的专门化人才。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财务金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做出最优财
务决策、交易策略等。 
基于财务金融知识和技能，训练学生良好的金融市场判断力，
同时，注意分析各类投资者行为，培养学生做出最优投资决策
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 
 

范龙振教授博导 
孔爱国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孙谦教授博导 
王克敏教授博导 
徐剑刚教授博导 
陈超教授博导 
方曙红副教授 
胡畏副教授 
黄建兵副教授 
王小卒副教授 
徐莉副教授 
张晓蓉副教授高级讲师 
钱世政教授正高级讲师 
田澍副教授 
罗妍讲师 

 

3 市场营销 

掌握市场研究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研究技术； 
熟悉市场营销策略在B2C与B2B，创业企业及成熟企业，跨国公
司和本土企业，以及在制造、服务及电子商务领域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 
了解当代市场营销的思维和实践的发展趋势。 

范秀成教授博导 
黄沛教授博导 
蒋青云教授博导 
金立印教授 
刘刚副教授 
宋亦平副教授 
张喆副教授 
卢晓讲师 
裘理瑾讲师 

 

4 创新创业 

通过大量的创业实践了解国内外创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案例讨论和实战演练来了解如何将创业理论付诸实践。 
通过参与与自我学习能够建立创业思维、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甚至成立创业型企业。 

李旭教授博导 
宁钟教授博导 
徐以汎教授博导 
郑明教授博导 
苏勇教授博导 
项保华教授博导 
包季鸣教授正高级讲师 
徐笑君副教授 
余光胜副教授 
王安宇副教授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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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分析与投
资管理 

掌握产业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产业投资实务与技巧; 
深刻理解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把握中国
产业转型发展动向，识别、发掘产业投资机会； 
根据产业创新发展与产业政策走向，制定企业的转型战略与业
务发展方向。 

张青教授博导 
骆品亮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 
郁义鸿教授博导 
李治国副教授 
刘明宇副教授 
罗云辉副教授 
孙霈副教授 
张洁副教授 

 

6 
企业决策与领
导力 

针对现实决策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揭示存在于决策过程背后
的管理原则，破解可能存在的决策管理疑难，建立或形成更为
长效的决策机制。 
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深层次理解企业组织经营决策模式、治
理机制，掌握战略性人才管理和领导力修炼的新理念和新模
式。 
通过学员参与组织管理各个环节的决策管理和领导能力理论
探讨和实践分析，系统强化企业决策与领导力之间的内在逻辑
关系，整合各方面的管理能力，将学员在MBA课程所学习的诸
多知识联结一体，以提升学员的战略决策与领导管理能力。 

李若山教授博导 
原红旗教授博导 
李元旭教授博导 
薛求知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陈祥锋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殷志文副教授 
周蓉副教授 
黎德元教授 
方军雄教授 
祁新娥副教授 
任明川副教授 
徐志翰副教授 
娄贺统副教授高级讲师 
李绪红副教授 
罗殿军副教授 
唐跃军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李远鹏副教授 
彭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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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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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620001 管理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2 数据、模型与决策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3 营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4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05 会计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06 企业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07 运营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08 组织行为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10 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11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20012 管理沟通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BAP630007 投资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009 营销研究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020 供应链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060 金融衍生工具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079 兼并与收购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091 
时尚与奢侈品品牌管
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096 公司治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02 博弈论与经营策略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04 项目投资与融资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29 消费者行为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32 财务报表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37 
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
领导力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38 决策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40 知识管理与商业智能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41 
企业法务与法律风险
防范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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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
课 

MBAP630144 股票价值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54 债券市场投资分析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62 
财务报表分析与有效
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67 企业经营决策模拟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68 
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实
践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88 系统思考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89 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196 战略品牌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01 管理权力与影响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02 项目管理实践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11 私募股权投资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13 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25 财务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29 汇率与国际金融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30 
互联网新技术与商业
模式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31 财务报表与股票投资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36 电子商务新模式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38 
商业模式及其创新的
思考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40 市场研究与SPSS使用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45 
功夫熊猫和机器黄蜂
－战争，科技和金融的
浪漫进化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46 领导力与公司政治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48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57 服务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58 
大数据分析：商业逻辑
和数据逻辑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59 
基于大数据的商业分
析与流程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60 
电商中的消费者行为
与流程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64 
私募股权投资与创业
融资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65 
移动商务与大数据应
用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P630267 
中国资本市场与证券
投资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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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会计教程 查尔斯 T. 亨格瑞等著，朱晓辉译   
2 公司财务原理 理查德布雷利等著方曙红等译   
3 管理沟通 苏勇、罗殿军   
4 管理经济学 （新加坡）方博亮、孟昭莉   
5 管理经济学——问题导向的经营决策分析 郁义鸿、于立宏编著   

  

564



·565· 

6 管理信息系统 
（美）劳东，（美）劳东 著，劳帼龄
译 

  

7 宏观经济学 
(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译者:楼永、孔
爱国 

  
8 会计学 陆正飞、黄慧馨、李琦编著   
9 商业模式新生代 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等   
10 运营管理 （美）理查德 B.蔡斯等，任建标等译   
11 战略管理：艺术与实务 项保华   
12 组织行为学 （美）蕾.安德烈著，史烽等译   
13 IT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 徐康平，王桂菊，闻汉东，岳树利   
14 SPSS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 谢龙汉，尚涛   
15 并购原理：收购、剥离和投资（金融暸望译丛） 

（美）弗兰克尔（Frankel,M.E.S） 著；
曹建梅 译 

  
16 博弈与社会讲义 张维迎   
17 创业管理(第3版) 张玉利主编   
18 创业融资 （美）吉姆•斯坦塞 著，邹琪 译   
19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英)迈尔-舍恩伯格,(英)库克耶，盛
杨,周涛译 

  

20 房地产融资与投资 
布鲁格曼、费雪著，逯艳若、张令东、
任国军译 

  
21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教程 李曜张子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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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Fudan-MIT 国际MBA”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
位）125100a  

            
一、 培养目标  

 

项目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掌握管理领域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在一
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全面提升管理实践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工商
业青年精英和未来领袖。 
具体培养目标包括： 
1、学生应掌握全面系统的管理理论、工具及方法的知识体系； 
2、学生能具备将理论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学生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商业环境、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 
4、学生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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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1   
 专业选修课 4 8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5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Orientation：MBA新生入学导向课程，要求新生必须全部参加。 
（2）Study Trip：MBA学生在读期间，学生以班级或俱乐部组织等团队形式进行企
业参访活动，将课堂知识与企业实际运作结合起来。该活动原则上要求所有学生参
加，但不作为必修活动。 
（3）企业实践类课程：参加复旦MBA商业咨询实验室项目（iLab）(包括咨询项目、
创业大赛、案例开发等实践活动), 学生组织筹办各种形式的讲座、论坛，部分公司
选修系列课程等，国际MBA学生必修，要求参加者完成小组报告，可获得3学分。 
（4）MIT教授系列讲座：国际MBA学生必修，要求参加者撰写论文，可获得1学分。 
（5）职业发展类系列讲座：国际MBA学生必修，要求参加者撰写报告，可获得1学分。
（6）实习：国际MBA学生应通过实习提升将管理理论应用到企业实践的能力。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完成时间不得少于一学年；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论文具体要求： 
1、论文选题 
工商管理（MBA）专业硕士的论文选题要求与工商企业的管理实践相结合，注重其前
瞻性、实用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操作
性。 
综合能力：注重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考文
献的规范。 
3、论文评阅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必须个人提交答辩申请，经导师签字同意方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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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答辩名单。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3名以上与论文相关学科的专家（导师除外）
评阅论文，论文评阅人中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至少1人； 
接受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的论文不能出现指导老师姓名。 
4、论文答辩 
在收到至少两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书后，方可组织对其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5名工商管理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
指导老师不能出任该生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5、学位授予 
在规定的年限内，凡符合工商管理（MBA）硕士培养方案中的有关要求，并通过工商
管理硕士（MBA）学位论文答辩的，经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表决通过，报复旦
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方可授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学生需掌握全面系统的管理理论、工具及方法的知识体系，具备将理论及科学研究
方法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作为授予本专业硕士学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1、全脱产学员学制为2年，最多不得超过5年； 
2、个别成绩优秀、工作出色、并完成MBA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而且所修
成绩优良，必修课程优占三分之二以上，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经批准可提前毕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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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与大
数据 

通过本方向的学习，学生将深度分析电子商务的各种模式，深
度理解网络消费者的行为，掌握平台经济，管理企业的电商转
型和运营，并能利用电子商务新技术进行创新创业，管理电子
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并发掘移动商务新商机。其中，利用大数
据支持管理决策将贯穿整个培养计划。这个专业方向也将提供
机会，让学生把所学的付诸实践，亲自策划创业或参与电商管
理实践。 

凌鸿教授博导 
刘杰教授博导 
张成洪教授博导 
徐云杰教授 
戴伟辉副教授 
卢向华副教授 
彭志伟副教授 
王有为副教授 
胥正川副教授 
许博副教授 
张诚副教授 
卫学启讲师 

 

2 财务金融 

基于财务金融领域的系统架构，培养学生成为金融领域的通用
型人才。 
基于财务金融领域的专业标准，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知识扎实和
专业技能突出的专门化人才。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财务金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做出最优财
务决策、交易策略等。 
基于财务金融知识和技能，训练学生良好的金融市场判断力，
同时，注意分析各类投资者行为，培养学生做出最优投资决策
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 
 

范龙振教授博导 
孔爱国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孙谦教授博导 
王克敏教授博导 
徐剑刚教授博导 
陈超教授博导 
方曙红副教授 
胡畏副教授 
黄建兵副教授 
王小卒副教授 
徐莉副教授 
张晓蓉副教授高级讲师 
钱世政教授正高级讲师 
田澍副教授 
罗妍讲师 

 

3 市场营销 

掌握市场研究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研究技术； 
熟悉市场营销策略在B2C与B2B，创业企业及成熟企业，跨国公
司和本土企业，以及在制造、服务及电子商务领域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 
了解当代市场营销的思维和实践的发展趋势。 

范秀成教授博导 
黄沛教授博导 
蒋青云教授博导 
金立印教授 
刘刚副教授 
宋亦平副教授 
张喆副教授 
卢晓讲师 
裘理瑾讲师 

 

4 创新创业 

通过大量的创业实践了解国内外创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案例讨论和实战演练来了解如何将创业理论付诸实践。 
通过参与与自我学习能够建立创业思维、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甚至成立创业型企业。 

李旭教授博导 
宁钟教授博导 
徐以汎教授博导 
郑明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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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勇教授博导 
项保华教授博导 
包季鸣教授正高级讲师 
徐笑君副教授 
余光胜副教授 
王安宇副教授高级讲师 

5 
产业分析与投
资管理 

掌握产业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产业投资实务与技巧; 
深刻理解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把握中国
产业转型发展动向，识别、发掘产业投资机会； 
根据产业创新发展与产业政策走向，制定企业的转型战略与业
务发展方向。 

张青教授博导 
骆品亮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 
郁义鸿教授博导 
李治国副教授 
刘明宇副教授 
罗云辉副教授 
孙霈副教授 
张洁副教授 

 

6 
企业决策与领
导力 

针对现实决策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揭示存在于决策过程背后
的管理原则，破解可能存在的决策管理疑难，建立或形成更为
长效的决策机制。 
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深层次理解企业组织经营决策模式、治
理机制，掌握战略性人才管理和领导力修炼的新理念和新模
式。 
通过学员参与组织管理各个环节的决策管理和领导能力理论
探讨和实践分析，系统强化企业决策与领导力之间的内在逻辑
关系，整合各方面的管理能力，将学员在MBA课程所学习的诸
多知识联结一体，以提升学员的战略决策与领导管理能力。 

李若山教授博导 
原红旗教授博导 
李元旭教授博导 
薛求知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陈祥锋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殷志文副教授 
周蓉副教授 
黎德元教授 
方军雄教授 
祁新娥副教授 
任明川副教授 
徐志翰副教授 
娄贺统副教授高级讲师 
李绪红副教授 
罗殿军副教授 
唐跃军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李远鹏副教授 
彭贺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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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620001 管理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2 数据、模型与决策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3 营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4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5 财务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6 战略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7 运营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8 组织过程和行为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9 商业伦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10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11 管理沟通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实践 

MBAM640001 MIT斯隆系列讲座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40002 企业实践类系列课程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40003 职业发展课程 管理学院 1 18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BAM630020 投资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21 

应用宏观经济和国际
经济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29 
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
在中国商业模式之比
较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35 国际财务管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52 博弈论与经营战略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55 

新企业建立：理论到实
务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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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M630077 
时尚与奢侈品品牌管
理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85 行为金融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88 零售运营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90 全球营销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91 中美创新比较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92 

军事，科技和金融的暧
昧三角关系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94 谈判学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30095 工作中的情商 管理学院 1 18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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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经济学与商务战略 米歇尔.贝叶   
2 商务与管理沟通(原书第10版) (美) 基蒂 O.洛克(Kitty O.Locker)   
3 商务与经济统计 

(美) 戴维 R.安德森（David R. 
Anderso) 

  

4 数据、模型与决策 
（美）戴维 R. 安德森（David R. 
Anderson) 

  
5 营销管理 科特勒和凯勒   
6 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概念） 

（美）R. 杜安•爱尔兰（R. Duane 
Ireland） 

  
7 组织行为学精要 斯蒂芬.罗宾斯   
8 《网络营销》第五版 

朱迪•斯特劳斯(Judy Strauss) (作者), 
雷蒙 

  

9 财务报表分析（第3版） 
马丁•弗里德森(Martin Fridson) (作
者) 

  
10 策略博弈(第3版)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11 财务会计 Stice E.,Stice J.   
12 定价战略与战术–通向利润增长之路 汤姆•纳格，约瑟夫•查莱   
13 非理性繁荣(第2版) 罗伯特•J•希勒 (Robert J. Sh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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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Asia S3MBA”全英文学位项目 专业学位） 
125100b  

            
一、 培养目标  

 

项目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能够掌握管理领域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在一
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全面提升管理实践能力，具有国际竞争力又深谙中国国情的工商
业青年精英和未来领袖。 
具体培养目标包括： 
1、学生应掌握全面系统的管理理论、工具及方法的知识体系； 
2、学生能具备将理论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学生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商业环境、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 
4、学生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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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49   
 专业选修课 3 12   
 政治理论课 1 2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Orientation：MBA新生入学导向课程，要求新生必须全部参加。 
（2）Study Trip：MBA学生在读期间，学生以班级或俱乐部组织等团队形式进行企
业参访活动，将课堂知识与企业实际运作结合起来。该活动原则上要求所有学生参
加，但不作为必修活动。 
（3）实习：国际MBA学生应通过实习提升将管理理论应用到企业实践的能力。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通过答辩； 
（2）论文字数在3万字左右； 
（3）论文完成时间不得少于一学年； 
（4）符合学校硕士论文制作各项规定。 
论文具体要求： 
1、论文选题 
工商管理（MBA）专业硕士的论文选题要求与工商企业的管理实践相结合，注重其前
瞻性、实用性、新颖性、重要性。 
2、论文质量要求 
理论与方法：注重理论应用，有一定理论见解，正确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应用价值：注重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操作
性。 
综合能力：注重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分析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注重表达的逻辑性、结构的严谨、文字的通顺流畅、引注、参考文
献的规范。 
3、论文评阅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必须个人提交答辩申请，经导师签字同意方可列
入预答辩名单。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3名以上与论文相关学科的专家（导师除外）
评阅论文，论文评阅人中教授或具有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至少1人； 
接受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的论文不能出现指导老师姓名。 
4、论文答辩 
在收到至少两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书后，方可组织对其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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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5名工商管理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
指导老师不能出任该生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5、学位授予 
在规定的年限内，凡符合工商管理（MBA）硕士培养方案中的有关要求，并通过工商
管理硕士（MBA）学位论文答辩的，经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表决通过，报复旦
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方可授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学生需掌握全面系统的管理理论、工具及方法的知识体系，具备将理论及科学研究
方法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作为授予本专业硕士学位的必须要求。 

 

六、 学习年限  

 
1、全脱产学员学制为2年，最多不得超过5年； 
2、个别成绩优秀、工作出色、并完成MBA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而且所修
成绩优良，必修课程优占三分之二以上，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经批准可提前毕业。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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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与大
数据 

通过本方向的学习，学生将深度分析电子商务的各种模式，深
度理解网络消费者的行为，掌握平台经济，管理企业的电商转
型和运营，并能利用电子商务新技术进行创新创业，管理电子
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并发掘移动商务新商机。其中，利用大数
据支持管理决策将贯穿整个培养计划。这个专业方向也将提供
机会，让学生把所学的付诸实践，亲自策划创业或参与电商管
理实践。 

凌鸿教授博导 
刘杰教授博导 
张成洪教授博导 
徐云杰教授 
戴伟辉副教授 
卢向华副教授 
彭志伟副教授 
王有为副教授 
胥正川副教授 
许博副教授 
张诚副教授 
卫学启讲师 

 

2 财务金融 

基于财务金融领域的系统架构，培养学生成为金融领域的通用
型人才。 
基于财务金融领域的专业标准，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知识扎实和
专业技能突出的专门化人才。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财务金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做出最优财
务决策、交易策略等。 
基于财务金融知识和技能，训练学生良好的金融市场判断力，
同时，注意分析各类投资者行为，培养学生做出最优投资决策
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 
 

范龙振教授博导 
孔爱国教授博导 
劳兰珺教授博导 
孙谦教授博导 
王克敏教授博导 
徐剑刚教授博导 
陈超教授博导 
方曙红副教授 
胡畏副教授 
黄建兵副教授 
王小卒副教授 
徐莉副教授 
张晓蓉副教授高级讲师 
钱世政教授正高级讲师 
田澍副教授 
罗妍讲师 

 

3 市场营销 

掌握市场研究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研究技术； 
熟悉市场营销策略在B2C与B2B，创业企业及成熟企业，跨国公
司和本土企业，以及在制造、服务及电子商务领域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 
了解当代市场营销的思维和实践的发展趋势。 

范秀成教授博导 
黄沛教授博导 
蒋青云教授博导 
金立印教授 
刘刚副教授 
宋亦平副教授 
张喆副教授 
卢晓讲师 
裘理瑾讲师 

 

4 创新创业 

通过大量的创业实践了解国内外创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案例讨论和实战演练来了解如何将创业理论付诸实践。 
通过参与与自我学习能够建立创业思维、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甚至成立创业型企业。 

李旭教授博导 
宁钟教授博导 
徐以汎教授博导 
郑明教授博导 
苏勇教授博导 
项保华教授博导 
包季鸣教授正高级讲师 
徐笑君副教授 
余光胜副教授 
王安宇副教授高级讲师 

 

5 产业分析与投 掌握产业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产业投资实务与技巧; 张青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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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 深刻理解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把握中国
产业转型发展动向，识别、发掘产业投资机会； 
根据产业创新发展与产业政策走向，制定企业的转型战略与业
务发展方向。 

骆品亮教授博导 
芮明杰教授博导 
郁义鸿教授博导 
李治国副教授 
刘明宇副教授 
罗云辉副教授 
孙霈副教授 
张洁副教授 

6 
企业决策与领
导力 

针对现实决策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揭示存在于决策过程背后
的管理原则，破解可能存在的决策管理疑难，建立或形成更为
长效的决策机制。 
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深层次理解企业组织经营决策模式、治
理机制，掌握战略性人才管理和领导力修炼的新理念和新模
式。 
通过学员参与组织管理各个环节的决策管理和领导能力理论
探讨和实践分析，系统强化企业决策与领导力之间的内在逻辑
关系，整合各方面的管理能力，将学员在MBA课程所学习的诸
多知识联结一体，以提升学员的战略决策与领导管理能力。 

李若山教授博导 
原红旗教授博导 
李元旭教授博导 
薛求知教授博导 
姚凯教授博导 
陈祥锋副教授 
冯天俊副教授 
殷志文副教授 
周蓉副教授 
黎德元教授 
方军雄教授 
祁新娥副教授 
任明川副教授 
徐志翰副教授 
娄贺统副教授高级讲师 
李绪红副教授 
罗殿军副教授 
唐跃军副教授 
郑琴琴副教授 
李远鹏副教授 
彭贺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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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620001 管理经济学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620002 数据、模型与决策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1 行动中的商务沟通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2 公司财务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3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4 营销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5 运营和过程管理 管理学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6 亚洲企业的商业伦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7 

亚洲的资产市场和公
司治理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8 韩国和日本商务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09 亚洲商业运作 II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10 商务沟通 管理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11 亚洲公司的商业伦理 管理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K620012 

亚洲的资产市场和公
司治理 

管理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5 财务会计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08 组织过程和行为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11 管理沟通 管理学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12 亚洲商业洞察力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M620013 中国商业系列课程 管理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20001 亚太商业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20002 公司战略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20003 亚洲商业运作 III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20004 亚洲商业环境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20005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
学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BAN630001 经理人分析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02 宏观和国际经济学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03 高级管理沟通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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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N630004 科技创业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05 新兴市场战略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06 

全球供应链管理的采
购战略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07 投资分析和管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08 财务报表分析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BAN630009 期权和期货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0 固定收入安全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1 基金管理 管理学院 4 7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2 投资银行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3 沟通和冲突管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4 

组织中的人力资产管
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5 
管理和组织的专题：管
理咨询 

管理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BAN630016 促销管理 管理学院 4 72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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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经济学与商务战略 米歇尔.贝叶   
2 商务与管理沟通(原书第10版) (美) 基蒂 O.洛克(Kitty O.Locker)   
3 商务与经济统计 

(美) 戴维 R.安德森（David R. 
Anderso） 

  

4 数据、模型与决策 
（美）戴维 R. 安德森（David R. 
Anderson） 

  
5 营销管理 科特勒和凯勒   
6 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概念） 

（美）R. 杜安•爱尔兰（R. Duane 
Ireland） 

  
7 组织行为学精要 斯蒂芬.罗宾斯   
8 《网络营销》第五版 

朱迪•斯特劳斯(Judy Strauss) (作者), 
雷蒙 

  

9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ull, John   
10 财务报表分析（第3版） 马丁•弗里德森(Martin Fridson)    
11 成功创业的14堂营销课 伦纳德 M 洛迪士等   
12 定价战略与战术–通向利润增长之路 汤姆•纳格，约瑟夫•查莱   
13 非理性繁荣(第2版) 罗伯特•J•希勒 (Robert J. Sh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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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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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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   
 学位专业课 2 6   
 专业选修课 2 5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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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参加学术会议或发
表论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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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复旦大学的相似度检测。 
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评审和答辩。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能力。 
（2）具备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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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 教授 博导 
任远 教授 博导 
沈洁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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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远教授 博导 
滕五晓 教授 
吴开亚 研究员 博导 
朱勤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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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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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620009 计量经济学（中级）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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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06 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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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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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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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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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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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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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61 公共政策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0 中国社会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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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03 
城市与区域分析及经
营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4 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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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06 
环境与发展的人文和
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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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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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学理论、方法及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以及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层次的社会学专业人才；使所
培养的毕业生初步具备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基础，具备一定的独立开展社会学的学
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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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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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进行1-2个月的社会调查实践。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在导师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2、确定选题前，要对该研究领域的文献作全面的批判性回顾，文献综述应简明扼要。
3、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鼓励学术创新；选题应以解释性研
究为主要目的，一般应为经验研究，理论性论文应有发展出经验研究论题的意识。 
4、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开题答辩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一旦通过
开题，论文题目原则上不再作大的改变。 
开题未通过者，须在两个月内再次开题。再次开题未通过者，视情况延长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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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研究设计要规范，方法要适当，鼓励有理论拓新意
识的经验研究。 
6、论文引用符合学术规范，采用他人观点要注明；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
凝练、流畅。 
7、论文字数要在2.5万字左右，正文不得少于2万字。 
8、论文必须经3名院外专家（至少有2名校外专家）匿名评审认为达到硕士论文水平，
才可以申请答辩。 
如有1名匿名评审专家认为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或者认为论文还需做重大修改，
该论文原则上将不进入本次论文答辩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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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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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1名评审专家对论文进行审查。如论文评审通
过，可进入本次答辩程序；如该专家仍认为该论文未达到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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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审查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9、进入答辩程序的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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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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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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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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开题报告规范 
1、确定选题前，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对选题所涉及的已有研究文献作较全面的批评
性回顾，文献综述应简明扼要并与自己的问题相关。在文献检索、回顾的基础上，
明确自己的选题，自己的选题与已有研究的关系，自己研究的新贡献。 
2、定量研究的选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的问题（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
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理论与假设（或核心概念）、理论定义、操
作定义、测量指标、抽样方案、收集资料的方法、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时间进
度、经费预算等内容。 
3、定性研究的选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的问题（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
目的、概念框架（或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理论建构的方式）、研究的场景、搜集、
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对效度信度以及研究伦理的反思和讨论、时间进度、经费
预算等内容。 
4、报告字数3000字左右。 
5、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格式，参照《社会学研究》的规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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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独立开展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在攻读硕士学位学期间，每位研究生每年必须至少参加学院认可、与本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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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省市级以上的学术
报告会至少1次，或在学院认可的、与本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会上至少作报告一
次。参会或报告的相关信息的复印件必须送交研究生教学秘书备案。 

 

六、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3年，其中，前两年修课，最后一年调研和撰写论文。  
七、 其他  

 

在培养模式上，实行导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制度；导师可以邀请院内教师1-2人、海外
相关领域的专家1 人，组成3-5人的小组。凡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均可作为指导小组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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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理论 
古典社会学理论，现当代社会学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
转型社会学。 

周怡 教授 博导 
刘欣 教授 博导 
徐 珂 副教授 

 

2 社会研究方法 
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因果模型，多元统计分析，大数据技术。
 

胡安宁 教授 
李煜 教授 
黄荣贵 副教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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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牛 副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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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威海 教授 
胡安宁 教授 
 

 

5 文化与宗教 
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和有关研究议题，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和有关
研究议题。全球化与文化传播，中国民间宗教。 
 

周怡 教授 博导 
范丽珠 教授 博导 
胡安宁 教授 博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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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勇 教授 博导 
王威海 教授 
黄荣贵 副教授 
 

 

7 
家庭与社区研
究 
 

社会性别，婚姻匹配，家庭制度，家庭关系，生育与子女教养，
养老，家庭政策。邻里，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参与，社区治理。
 

王丰 教授 博导 
李煜 教授 
沈奕斐 副教授 
徐建牛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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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互联网与社会 
互联网与社会资本，互联网与社会动员，互联网与公共领域，
互联网与社会治理。 

桂勇 教授 博导 
黄荣贵 副教授 

 

9 城市研究 
城市社会学及相关提议，城市空间，城市社区治理，城镇化，
流动人口。 
 

李煜 教授  
徐珂 副教授 
徐建牛 副教授 
沈奕斐 副教授 
黄荣贵 副教授 
 

 

10 社会工作学 
社会工作学的有关理论和研究议题。医疗社会工作，老年社会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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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芳 副教授 
陈虹霖 副教授 
韩央迪 副教授 
高建秀 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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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00 社会学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基础

课 

SOCI620003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04 中级社会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SOCI620013 
当代社会学理论著作
选读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14 经济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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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20 社会学方法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26 宗教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3 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4 文化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6 宏观社会工作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00 社会学前沿专题讲座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31 政治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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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25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27 都市人类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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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47 
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
选读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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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SOCI620049 全球化和文化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01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原著选读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06 全球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07 中国当代社会问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13 儒家思想原著选读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7 心理测量学应用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SOCI630058 社会认知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SOCI630074 婚姻与家庭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77 文化革命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0 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6 统计分析软件应用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7 社会资本与关系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8 社区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9 性别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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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091 
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
构变迁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2 中国文化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4 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7 医学人类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8 商业与技术人类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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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01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
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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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15 语言人类学（全英文授社会发展与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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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公共政策学
院 

SOCI630116 
公共健康的人口学分
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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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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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23 教育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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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选修

课 

SOCI6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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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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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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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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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830036 高级人口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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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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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2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 
 

学术著作  

3 
资本论 
 

马克思 
 

  

4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6 
经济与社会 
 

韦伯 
 

  

7 
世界经济通史 
 

韦伯 
 

  

8 
自杀论 
 

涂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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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区隔 
 

布迪厄 
 

  

10 
再生产 
 

布迪厄 
 

  

11 
江村经济 
 

费孝通 
 

  

12 
乡土中国 
 

费孝通 
 

  

13 
马克斯韦伯文集 
 

韦伯 
 

  

14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15 
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 
 

涂尔干 
 

  

16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17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 
 

墨顿 
 

  

18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吉登斯 
 

  

19 
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 
 

  

20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 
 

  

21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22 
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 
 

  

23 
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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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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国社会”全英文学位项目） 030301a  
            
一、 培养目标  

 

The two-year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China Society is a full time program, 
with five different program options, that provides rigorous training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Covering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from sociology, 
anthropology, social policy and demography. 
By choosing this program you w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courses taught 
by some of China’s leading sociologists and be part of an academic environment 
that prides it self on being on the forefront of sociology & public policy 
research. 
The program provide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with little or 
no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to develop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n the 
modern world.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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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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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学位基础课，5门，共13学分 
学位专业课，5门，共15学分， 
专业选修课最少修读2门，最低要求5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  The degree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the minimum credit 
requirement (33).  
2.  The candidates will be assigned their thesis superviso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semester by the EMA Program Committee. 
3.By the end of the third semester, the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submit her/his 
thesis proposal to her/his supervisor. The thesis proposal must be approved 
and endorsed by her/his supervisor.  
4.In the fifth week of the fourth semester, the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fill 
in and submit the Graduation Form. The Graduation Form is availabl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Room 1018, 
Liberty Arts Building). 
5.After completing the thesis , the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submit two hard 
copies of the thesis (along with a Thesis Review Form) for external review. 
The Thesis Review Form is available from the office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Room 1018, Liberty Arts Building). 
6. If the thesis is approved by the external reviewers, the candidate will 
be informed to prepare her/his thesis defense. The Program will organize an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3-5 professors. During the thesis defense, the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brief her/his thesi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thesis defense committee. In the case that the thesis cannot pass the 
external review, the candidate will be advised to revise the thesis and 
re-submit it for the second external review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7.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thesis defense committee, the Degree 
Committee of the School and the University will verify candidate’s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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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nd award the degree.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The degree candidate is required to write a thesis on a selected research 
topic, in addition to completing course requirements. 
2.The thesis should present some original or creative works on the topic under 
study, should include a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offer intellectual 
analyses. 
3.The thesis sh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typed, paginated, double-spaced, 
with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font, and about 8,000—10,000 words, plus any 
figures and tables you wish to use, and a list of references. 
4.A Chicago style of referencing is recommended. 
5.Candidates are advis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University policy and 
regulations on honesty in academic work, and to the disciplinary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applicable to reaches of such policy.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2) Good academic exchanges and dialogue capabilities. 

 

六、 学习年限  
 two years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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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n its cultural redefinition and identity reforming. 

Prof. Yu Hai (Y) 
Prof. Fan Lizhu (Y) 
Prof. Hu Anning (N) 
 

 

2 

Popul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in China; How China’s imbalanced sex ratio at 
birth influence the marriage market; Will China lose the 
competitive edge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in the near 
future due to low fertility rates; How can China 
accommodate the expanding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frequent migration of young people. 

Prof. Peng Xizhe (Y) 
Prof. Wang Feng (Y) 
Assoc. Prof. Shen Ke 
(N) 
 

 

3 
Urban Studies 
in China 

Shanghai Studies;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social space; 
Contemporary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 Education: 
systems and policies; Finance and trade. 

Prof. Zhang Li (Y) 
Prof. Ren Yuan (Y) 
Assoc. Prof. Shen Jie 
(N) 
 

 

4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Health in 
China  

Explore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underlying “local biologies”; 
Look into the different life event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birth, aging, death as well as illness and 
disease; Gain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iomedicine and 
medical practices in general from a more social and 
cultural point of view. 

Prof. Pian Tianshu 
(Y) 
Prof. Nari Bilik (Y) 
Assoc. Prof. Zhu 
Jianfeng (N) 
 

 

5 
Social Policy 
in China 

Corruption; Rent Seeking; Education;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Population Ageing; Labor market in China; 
Anti-poverty; Land Reform, Real Estate and Public Housing 
Policy; Global Warming, etc. 

Prof. Guo Youde (Y) 
Prof. Cheng Yuan(N) 
Assoc. Prof. Hu Zhan 
(N)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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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S620004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20006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ociet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2 Basic Chinese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4 72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S630013 Adavanced Chinese 社会发展与 2 36 第一、二学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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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
院 

期 

EMAS630022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状
况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48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学位专业
课 

EMAS620002 
Chinese Demography 
and Social Polic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20008 
Ch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MAS620009 中国城市化与发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20010 
Research Topics on 
Social Problems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S630005 
Research Topics on 
Social Problems 
During the Reform Era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MAS630017 田野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EMAS630001 
China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2 Project  Shanghai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3 
Seminar Series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4 
Gender and Chinese 
Famil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6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7 
social 
sciences:developmen
t issues and theories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8 
theory of scien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09 
Historica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0 

social 
sciences:gender、
class、ethnicity and 
sexualit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1 
globalisation、
culture、media and 
identities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4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5 Shanghai Studies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6 
Global Sourc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China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8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MAS630019 Chinese Diplomac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其他  

EMAS630020 全球化与市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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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S630021 中国文化与商业实践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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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ies 

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ies 

Compulsory  

2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Zhang, Zhen, ed. Compulsory  
3 Introduction: A Revolution in Consumption Deborah Davis Compulsory  
4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Kipnis, Andrew Compulsory  
5 The Religion of China Weber, Max. Compulsory  
6 

In Religions of China, the World as a Living 
System 

Overmyer, Daniel. 
Poston, Dudley.L. 

Compulsory  

7 
Population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Demography  

Dudley.L. and Bouvier, L.F. 
Victoria  

Compulsory 
 
 

 

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1979 to the present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Mantzopoulos and Raphael Shen  
Janos Kornai 

Compulsory  

9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John R. Logan  Compulsory  

10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Barry Naughton  Compulsory  
11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oreign Policy Yang Fuchang, ed Compulsory  
12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David M. Lampton, ed Compulsory  

13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Thomas W. Robinson & David L. 
Shambaugh, ed.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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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 030302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人口学理论及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培养从事
人口与社会发展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高层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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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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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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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可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参加学术会议或发
表论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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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复旦大学的相似度检测。 
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评审和答辩。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能力。 
（2）具备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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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发展 
本研究方向聚焦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研究人口变动对经济增
长、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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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震 副教授 
沈可 副教授 

 

2 人口经济学 
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探讨
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 

王桂新教授 博导 
程 远教授 
魏 星 副教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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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洁 副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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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五晓 教授 

 

            
            

586



·587·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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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00 社会学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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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06 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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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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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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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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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61 公共政策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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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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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01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
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103 
城市与区域分析及经
营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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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06 
环境与发展的人文和
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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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16 
公共健康的人口学分
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830036 高级人口统计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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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Henry S. Shryock, Jacob S. Siegel 
and Associate 

学术专著  
2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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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3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期刊  
4 人口与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学术期刊  
5 人口与社会 南京邮电大学 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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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 030303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专业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应当具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和国际比较研究的视野，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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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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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专业选修课 2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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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期间开展1-2个月的社会调查。 
（2）每位硕士生必须一定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上至少做一次公开学术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2）确定选题前，要对该研究领域的文献作全面的批判性回顾，文献综述应简明扼
要。 
（3）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鼓励学术创新；选题应以解释性
研究为主要目的，一般应为经验研究，理论性论文应有发展出经验研究论题的意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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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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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论文研究的中心问题要突出，研究方法规范，鼓励经验研究。 
（6）论文字数要在2.5万字左右，正文不得少于2万字。 
（7）论文要通过双盲评审，由两位专家匿名评审，并执行研究生院有关匿审制度。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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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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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日碧力戈 教授 博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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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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医学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科技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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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天舒 教授 博导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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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25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5 文化人类学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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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专业
课 

SOCI620027 都市人类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8 发展人类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SOCI620068 族群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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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20000 社会学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03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14 经济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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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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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620033 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4 文化社会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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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65 社会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07 中国当代社会问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75 影视人类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SOCI630087 社会资本与关系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1 
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结
构变迁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4 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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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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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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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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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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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学概论》 

庄孔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 《文化人类学》（第十三版） 
[美]威廉•A•哈维兰, 陈相超、冯然等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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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语言人类学》 

纳日碧力戈，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5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William Fo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A Reader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Trajectories, Emergent 

Byron J. Good , Michael M. J. 
Fischer, Sarah S. Willen, and 
Mary-Jo DelVecchio Good , ed. 
Wiley-Blackwell 

  

7 
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urality and Synthesis. 

Scheid, Volk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8 A Passion for Society 
Wilkinson, Iain and Arthur 
Kleinma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Number Our Days. 
Myerhoff, Barbara. New York: 
Touchstone. 

  

10 Reimagining Global Health 
Paul Farmer,Arthur Kleinman,Jim 
Kim,Matthew Basili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91



·592·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035200  
            
一、 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社会工作伦理素养，领悟社会工作的核心理论知识，掌握
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方法和技能，了解社会领域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善于
分析社会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具有较强实战能力和基本研究能力，能在政府民生
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境内外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领域，从事宏观管理、政策
研究、项目开发与管理、直接服务、专业评估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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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2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学术活动指完成毕业论文，获得2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实习内容和形式 
（1）实习内容包括社会工作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两大块。 
直接服务是专业实习的核心与基础，包括个案工作（含家庭服务和家庭辅导）、小
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核心技术，以及个案管理的工作技术。 
间接服务包括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包括社会工作督导）和社会政策的工作技术，以
及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 
（2）实习由课程同步实习、集中实习和专项实习组成。 
课程同步实习与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教学同步进行，在第一学年完成，共计
200小时。学生在学校督导教师和机构督导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与所学课程内容
相应的任务：（A）个案工作：结合具体模式，完成1个4次以上的个案辅导(包括家
庭辅导)项目。每周6小时，实习10周，共计60小时。（B）小组工作：由1－3名学生
共同完成1个过程完整、4节以上的小组工作项目。每周7小时，实习10周，共计70小
时。（C）社区工作：由一个实习小组共同完成1个过程完整的社区服务项目。每周7
小时，实习10周，共计70小时。本科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修课程同
步实习。MSW教学指导中心主任根据其专业基础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同意其免修该
部分实习。 
集中实习是所有学生的必修内容，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实习时段每周实习不少于3
天，共计400小时。学生要在学校督导教师和机构督导教师的共同指导下，结合所学
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术，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包括家庭辅导)、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
的方法，完成1-2个过程完整的服务项目，并进行个案管理。 
专项实习安排在第四学期，实习时段每周实习不少于3天，共计200小时。学生可以
结合毕业论文的写作，完成本部分的实习。学生要在学校督导教师和机构督导教师
的共同指导下，结合所学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术，根据自己兴趣，利用整合社会工
作完成1个与集中实习不同领域的服务项目，或者参与实习所在社会组织的事务管理
（包括督导），或者参与社会政策相关领域的工作，或者完成1项社会工作研究项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毕业论文：2分 
1．论文形式 
本课程采用三种论文形式：（1）项目设计与评估：在导师指导下，学生选择一个社
会服务与管理项目进行从设计到执行和评估结果的服务试验，写出完整的项目设计
与评估报告。（2）实务研究：在导师指导下，学生就社会工作实务的方法、某个实
务领域的知识开展研究，在实际服务提供中验证和发展社会工作实务的方法和知识。

 

592



·593· 

（3）政策研究：在导师指导下，学生撰写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 
2．写作时间 
一般不少于一个学期，字数不少于2万字。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在本专业国内核心期刊及SCI、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5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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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社会工作 
宏观社会工作是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和在社区层面、
组织层面、社会的层面和全球水平层面做社会变革 

顾东辉教授博导 
赵德余教授 
王川兰副教授 
赵芳副教授 
韩央迪副教授 
朱晨海讲师 

 

2 老年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就是因应老年问题产生而产生的一种专业服务
活动。它是指受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在专业的价值理念的指
导下，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为在生活中遭受各种
困难而暂时丧失社会功能的老人解决问题、摆脱困境并同时推
动更多的老人晚年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专业服务活动。 

陈虹霖副教授 
陈岩燕讲师 
陈琳讲师 

 

3 家庭社会工作 

家庭社会工作是以家庭为中心而进行的社会工作介入及所提
供的家庭服务；其目的在于协助解决家庭问题，改善日常家庭
生活，提升家庭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及
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 

赵芳副教授 
高建秀副教授 
 

 

4 医务社会工作 
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协助病人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经
济，家庭，职业，心理等问题，配合医生进行疾病防治和伤残
康复等服务的一种专业社会工作。 

付芳讲师 
徐文艳讲师 
朱晨海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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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W620000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20001 社会工作伦理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20002 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20004 宏观社会工作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20005 高级临床社会工作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实践 MSW630010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6 9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P630018 
BRIEF AND SOLUTION 
FOCUSED THERAPY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0 
社会服务项目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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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W630001 
临床社会工作技巧实
验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2 社会服务机构管理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3 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4 社会服务评估 社会发展与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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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
院 

MSW630005 个案管理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6 比较社会政策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7 社会政策实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09 
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
专题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SW630011 
婚姻治疗的理论与技
术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2 全球背景下的老龄化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3 
高级医务社会工作实
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4 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5 
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专
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6 长期照顾和临终关怀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7 贫困与家庭资产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8 老龄化、政策与服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19 
证据为本的项目设计
与开发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20 
精神卫生机构内的社
会工作服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21 
老年社会工作研究专
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22 
（基于二手数据）MSW
量化研究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专业选修

课 

MSW630023 家庭治疗理论与实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24 疾病预防与康复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四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SW630025 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48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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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现代社会学理论 马尔科姆. 沃特斯，北京：华夏出版社。  
9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王思斌（2001），《浙江学刊》第2期。  
10 社会管理创新：预防犯罪的上海实践 

吴志明（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11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发展之路 
吴铎、彭希哲（2010），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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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工作概论》 顾东辉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3 社会福利的观念和制度 周永新（1990），香港：中华书局。   
14 社会福利理论：流派和争议 

唐文慧、王宏仁（1994）,台北：巨流
图书公司。 

  

15 社会工作：一体多面的专业 
顾东辉（200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16 社会工作评估 
顾东辉（200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 

  

17 宏观社会工作实务》（第3版) 
Netting, E. F著，刘继同、隋玉杰等
译（200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8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 
Payne, M.著，何雪松等译（2005），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 伦理学 周中之,人民出版社，2004   
20 社会工作的哲理基础 周永新，社会福利，2002（4）   
21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中双重关系的限制、困境及其选
择 

赵芳，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3   

22 临床社会工作实务：一种整和的方法 
Marlene G. Cooper (2005，库少雄等
译)，华东理工出版社 

  

23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量性方法的运用 
劳伦斯•纽曼，拉里•克罗伊格,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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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040200  
            
一、 培养目标  

 

通过对心理学理论、方法及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以及严格规范的心理学研究的实
践和训练，培养适应教学、科研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心理学专业的高级人才；培养
学生的学习独立性、探究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加强学科交叉发展的训练，使所培养
的硕士生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具备扎实心理学理论基础和独立开展心理学实证
研究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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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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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作为主要成员至少参加一项课题研究。 
（2）每位硕士生必须一定层次的学术研讨会上至少做一次公开学术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在导师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2、确定选题前，要对该研究领域的文献作全面的批判性回顾，文献综述应简明扼要。
自第二学年起，研究生必须在心理系组织的学位论文研讨会上报告论文进展，并接
受导师小组指导。 
3、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鼓励学术创新；选题应以解释性研
究为主要目的，选题应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理论性论文应就该领域提出独到见解。 
4、论文选题必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开题答辩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一旦通过
开题，论文题目原则上不再作大的改变。开题未通过者，须在一个月内再次开题。
再次开题未通过者，视情况延长学习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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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要适当，鼓励实证研究，尤
其是定量研究。 
6、论文引用符合学术规范，采用他人观点要注明；结构严谨，逻辑层次清晰，行文
凝练、流畅。 
7、论文字数要在2.5万字左右，正文不得少于2万字；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
表的水平。 
8、论文必须经至少有2名校外专家匿名评审认为达到硕士论文水平，才可以申请答
辩。 
如有1名匿名评审专家认为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或者认为论文还需做重大修改，
该论文原则上将不进入本次论文答辩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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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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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1名评审专家对论文进行审查。如论文评审通
过，可进入本次答辩程序；如该专家仍认为该论文未达到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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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审查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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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进入答辩程序的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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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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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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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本学科必需的技术手段。 
（2）具有一定的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 
（3）具有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在攻读硕士学位学期间，每位研究生每年必须至少
参加学院认可、与本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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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
必须参加省市级以上的学术报告会至少1次，或在学院认可的、与本学科专业相关的
学术报告会上至少作报告一次。参会或报告的相关信息的复印件必须送交研究生秘
书备案。 
（4）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阅读专业文献。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其他  

 

论文开题报告规范 
1、确定选题前，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对选题所涉及的已有研究文献作较全面的批评
性回顾，文献综述应简明扼要并与自己的问题相关。在文献检索、回顾的基础上，
明确自己的选题，自己的选题与已有研究的关系，自己研究的新贡献。 
2、定量研究的选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的问题（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
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理论与假设（或核心概念）、理论定义、操
作定义、测量指标、抽样方案、收集资料的方法、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时间进
度、经费预算等内容。 
3、报告字数要求3000字左右。 
4、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格式，参照《心理学报》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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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心理学 管理、社会、职业、工程等应用心理学领域 

孙时进教授 博导 
陈晓云教授 
高山川 副教授 
 

 

2 
基础与实验心
理学 

认知（包括社会认知）心理学，心理学的生理学基础等。跟踪
当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理
论出发，通过行为实验与脑成像实验相结合的手段，探索人的
认知过程规律性及其机制，搭建实验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神
经科学的交叉协作平台，使之成为本学科其他研究方向的重要
方法论基础。 

张学新 教授 博导 
周楚 副教授 
朱磊 副教授 
杨锦绵 青年副研究员 

 

3 发展心理学 
儿童及毕生发展心理学研究。关注儿童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
——认知、语言、社会性、自我及同伴关系等，运用现代心理
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开展以发展为线索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吴国宏副教授 
王燕副教授 
 

 

4 
临床与咨询心
理学 

包含变态心理学、心理干预、咨询与治疗。依托心理学的基本
理论，运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索社会转型时期的个
体心理现象规律，积极关注个体心理健康，通过本土心理学与
西方心理学优秀成果的相互借鉴，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
的心理学应用研究。 

孙时进教授 博导 
李晓茹副教授 
高山川 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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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42 心理实验研究设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4 心理学研究进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5 
高级心理和行为科学
统计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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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专业
课 

SOCI620037 认知神经科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8 应用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9 实验社会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41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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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03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04 中级社会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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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20025 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20033 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45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46 语言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47 认知发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48 认知行为治疗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49 临床案例分析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0 临床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1 
心理学文献阅读与讨
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2 专题研究与实验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3 心理学理论与流派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4 意识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5 工程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6 婚恋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7 心理测量学应用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8 社会认知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59 记忆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0 认知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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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630061 决策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2 生涯发展与咨询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3 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4 团体心理治疗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5 情绪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SOCI630066 访谈技巧与诊断评估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7 文化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8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69 心理咨询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70 经济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71 管理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72 进化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73 健康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86 统计分析软件应用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SOCI630092 中国文化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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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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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心理学 坎特威茨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   
2 心理与教育研究中的多因素实验设计 舒华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3 心理学研究方法 彭聃龄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4 工程心理学与人的作业 机械工业出版社   
5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   
6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7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8 Psych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9 Psychological Bulleti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0 Psychological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1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2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3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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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15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6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17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8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19 child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20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1 人因工程学导论 威肯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2 认知神经科学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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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专业学位） 045400  
            
一、 培养目标  

 

为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应用心理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经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批准，复旦大学自2015年招收攻读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Applied Psychology，MAP）研究生（双证）。 
复旦大学MAP分为健康与咨询、社会与工程两个专业方向。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文
化、教育、卫生、国防和体育等职业领域要求，具备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所必需的心
理学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心理学专业人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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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1 2   
 第一外国语 2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4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实践指完成集中实践和专项实践共计4分 

学术活动指通过毕业论文2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每位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到应用实践委员会制定的合作机构，进行集中实习
和专项实习，撰写实践报告，通过后获得实践学分共计4学分。 
（2）每位硕士生必须严格按照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经过应用心理教学委员会审核
通过后方可开题，开题通过后撰写毕业论文，中期审核和最终答辩通过后获得2学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内容要求 
（1）选题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类论文选题应立足于行业、职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等领域具有应用价值或应用前景的心理学领域，对所选择的心理学问题提出假设、
展开具体研究。论文选题应体现心理学理论前沿性、现实针对性，能体现作者综合
运用心理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社会实践领域中心理学问题的能力。研究
中具体涉及研究对象的抽样、年龄、性别等与研究设计有关的内容。 
（2）研究内容 
针对所研究的心理问题查阅文献资料，在梳理和掌握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
基础上，提出具有一定新颖性的拟解决的心理问题方案，进行理论分析或实证研究，
研究工作具有一定难度和充足的工作量。 
（3）研究方法 
针对所研究的心理问题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和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课题的研究现状
与发展趋势，围绕研究对象，设计研究方案，选取研究工具，制定分析方法，具有
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必须规范、科学、合理，充分体现学位申请者
综合运用心理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对所研究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收集、整理和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开展
心理学相关理论探讨，为研究的心理问题提出假设，通过文献检索、实验研究、定
量或定性分析等心理技术手段展开相应工作，研究方案合理，实验步骤正确，处理
实验误差科学，具有科学分析实验数据的能力。 
（4）研究成果 
根据论文研究步骤和实验结果，严谨、合理得出研究结论。研究结论和成果应具有
一定先进性或实际应用价值，成果应体现作者对应用心理学原理方面的新观点或新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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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撰写要求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研究类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1.5万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1）文献综述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应包括所涉及主题的理论发展动态、研
究方法进展、研究结论以及研究趋势等。在对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综述的基础上，
阐述拟开展研究心理问题的目的、背景及必要性，分析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论证所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清晰描述与分析相关假设，简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及
基本内容。 
（2）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假设，综合运用心理学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采取恰当的科学研究方法和
技术手段，对拟解决的心理问题进行实验验证。研究与分析由若干项相关探讨共同
组成，它们应有以下部分： 
1) 研究对象 
2) 研究工具 
3) 研究设计 
4) 数据处理 
（3）研究结果 
选用恰当的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检验，有条理地列出相应的研究结果。
在撰写研究结果时，应详细介绍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以及所获得的研究结果，相应图
表应符合心理学专业论文的撰写规范。 
（4）分析与讨论 
基于论文的研究结果，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技术
对论文的实验假设与验证结果进行分析，阐述研究结果的心理学理论意义，探讨研
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 
（5）结论 
系统地概括总结论文研究的主要工作和基本结论，明确论文研究的创新性、新见解、
新思路，描述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展望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
景。 
典型案例分析类论文和研究设计类论文的详细内容需等心理学系教学与科研指导委
员会提供最终版本。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在本专业国内核心期刊及SCI、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  
六、 学习年限  

 一般为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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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与咨询方
向 

咨询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咨询的过程、原则、技巧和方法的心理
学分支。它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指导生活实践的一个重要领
域，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属于应用科学。咨询
心理学的业务范围与基本职能的内容广泛，它不仅与教育心理
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关系密切，而且与
教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医学相互交叉。 

孙时进教授博导 
吴国宏副教授 
王燕副教授 
李晓茹副教授 
陈侃讲师 
高隽讲师 
陈斌斌讲师 
田芊讲师 

 

2 
社会与工程心
理学 

工程心理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
学科。工程心理学是以人-机-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系统中人
的行为，以及人与机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工业心理学分支。 

张学新教授博导 
陈晓云教授 
周楚副教授 
朱磊副教授 
高山川副教授 
李晓旭讲师 
杨锦绵讲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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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620001 应用心理统计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AP620002 发展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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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MAP620003 实验心理学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20005 社会心理学（MAP）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20006 临床心理学专题（MAP）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20007 高级心理学研究方法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20008 工程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20009 案例督导（上）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20010 案例督导（下）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P630001 管理心理学（MAP）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02 咨询与访谈技巧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MAP630003 
用户体验与积极心理
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05 婚姻与家庭专题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AP630006 人格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MAP630007 生涯发展与咨询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08 认知行为治疗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09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MAP）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10 决策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12 团体心理辅导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P630013 
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
研究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30014 心理测量及应用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30015 健康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30016 心理咨询综合流派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30017 精神分析引论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AP630019 消费与广告心理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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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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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钱铭怡编著（1994）北京大学出版社   
2 辅导与心理治疗 林孟平著（2000），香港：商务印书馆   
3  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David H. Barlow.,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1. 

  

4 
The Skilled Helper: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ffective Helping 

Egan, G. , Pacific Grove California: 
Brooks/Core Publishing CoMAPny, 
1990. 

  

5 精神分析治疗指南 
Robert J. Ursano等著，杨华渝译，北
京出版社，2000。 

  

6 精神分析入门 
Charles Brenner著，杨华渝等译，北
京出版社，2000。 

  

7 
Case approach to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Gerald Corey著，石林、程俊玲译，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8 心理咨询面谈技术 
Rita Sommers-Flanagan & John 
Sommers-Flanagan著，陈祉妍等译，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9 团体咨询的策略与方法 
E. Jacobs等著，洪炜等译，中国轻工
业出版社，2000。 

  

10 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 
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
著，陈祉妍等译，商务出版社，2007 

  

11 病人与精神分析师 
Joseph Sander等著，施琦嘉等译，上
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12 精神分析案例解析 
Nancy McWilliams 主编，钟慧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13 变态心理学 陈仲庚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4 精神病学（第四版) 沈渔邨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15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三版) 

山东科技出版社，2000。   
16 变态心理学 钱铭怡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7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the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Washington, DC: Author, 2013.  

  

18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张道龙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9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0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汪向东主编.1999。   
21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 

中国心理学会（2007），中国心理学报，
39（4）：2－6 

  

22 ACA ethical standards casebook  
Barbara  Herlihy, Gerald Corey ，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1996. 

  

23 strategies for studying behavior change， 

homas R. Kratochwill, Joel R. Levin 
Kratochwill. Single case 
experimental designs ,Hillsdale, 
N.J. :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24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Barbara M. Byrn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Mahwah, 
New Jers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2001 

  

25 心理学论文写作规范 中国心理学会编：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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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120404  
            
一、 培养目标  

 

对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言，应通过对社会保障理论及相关课程的系统学习，
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材。 
掌握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培养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学生应该具有一
定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备较强的文字能力。 
能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尤其是具备阅读英语专业文献的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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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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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担任1-2个月的社会调查。 
学术活动：每一位硕士生必须至少参加一次规范的学术会议。在研究生学术讨论会
上做一次学术报告，学习本专业的前沿讲座，以及参加2-3次专题学术研讨活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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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
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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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要在三万字左右，并达到在国内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水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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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在国内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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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龄化与
养老保障 

主要研究中国城乡养老政策体系的现状、问题和未来走向；面
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以及在城市以社区为载体的居家养老
服务保障体系。 

彭希哲教授 博导 
梁鸿教授 博导 
胡湛 副教授 
程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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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德 教授 博导 

2 
健康与医疗保
障 

主要研究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人口健康需求、医
疗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的均衡发展的关系；中国国民医疗保障
的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战略，以及现阶段过渡模式及其发展
过程；中国城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研究。

梁鸿教授 博导 
郭有德教授 博导 
赵德余 教授 博导 

 

3 劳动就业保障 

主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增长及其均衡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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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就业政策，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就
业促进机制。 

彭希哲教授 博导 
程远 教授 
朱勤 副研究员 
胡湛 副教授 
张伊娜 副教授 

 

4 安全保障 环境资源、社区公共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等评估与管理 
吴开亚 研究员 博导 
滕五晓 教授 
潘克西 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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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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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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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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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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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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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630126 政策系统动力学 
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
院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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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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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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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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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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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扎实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基础，熟悉历史地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前沿
问题；能应用历史地理学方法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掌握基本的应用技能，能熟
练地阅读古代文献以及外文专业书刊，会使用电脑及用多媒体展示研究成果。 
学制三年，采用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课程学习为主，适当参加科
研工作，以培养科学研究能力以及严谨的科学工作作风。 
学习期满后，能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区域
规划、旅游规划、农田水利、环境保护、方志编纂、地名规划、新闻出版等方面的
工作。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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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专业选修课 3 6   
 政治理论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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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环节还包含4学分。 
（一）实践2学分： 
（1）结合研究方向及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参加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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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术活动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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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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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指导教师的评价，并以学术报告和提问作为评分的依据。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始终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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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选题。 
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要作好充分的资料及相关知识准备，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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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报告内容包括：学位论文题目(内涵、定义等)的确定；研究课题所在领域的学术
动态与研究现状，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选题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预期达到的
研究目标；实现预期目标的主客观条件、研究路径与方法，以及需要克服的困难；
论文撰写的初步计划与步骤等等。开题报告由导师主持，在入学后第4学期完成。通
过后即可正式进入撰写论文阶段。 
学位论文的工作时间从开题报告算起不少于1年。 
硕士学位论文应观点鲜明，引用资料翔实可靠，分析论证逻辑严密，结构合理，行
文流畅，在历史地理领域内具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字数至少3万字，
论文或论文的部分章节达到在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评分时按创新性与论文写作水平，
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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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沿问题； 
3．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4．能查阅外文专业书刊； 
5．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能专业刊物上正式发表。 

 

六、 学习年限  
 3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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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伟东副教授； 
杨煜达教授； 
樊如森副教授； 
傅林祥副教授； 
段伟副教授； 
邹怡副教授； 
徐建平副教授； 
王大学副教授； 
佐藤宪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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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兵教授博导； 
杨煜达副教授； 
费杰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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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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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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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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G620006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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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10 历史区域经济地理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20011 中国地图学史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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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G820009 中国人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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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G620020 历史社会地理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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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4 历史地理信息开发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5 历史统计学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07 移民与中国历史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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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0 地域社会研究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1 蒙元史史料精读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2 北方民族史文献讲读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13 中国历史军事地理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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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二、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查  

GEOG630022 中国近代乡村地理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23 环境与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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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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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G630030 
明清地方政府与区域
社会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GEOG630031 
历史地理专业日语初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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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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630032 数字地图制图与应用 
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 

3 5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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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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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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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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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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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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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045300  

            
一、 培养目标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有熟
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汉
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二)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意识。 
(三)具备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科技手段
进行教学。 
(四)具有较高的中华文化素养和传播能力。 
(五)能流利地使用一种外语进行教学和交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 
(六)具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项目的管理、组织与协调能力。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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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学位专业课 5 12   
 专业选修课 4 6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专业外语 1 2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实践即教学实习，6学分。 
学术活动包括：专题讲座1学分，文化体验1学分。 
总学分不低于47学分。 
核心课程（21学分，含公共学位课）（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专业英语、学位基础
课） 
拓展课程（12学分，分模块选修）（即学位专业课） 
其中包括：语言教学类6学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类2学分，教育与教学管理类4学分 
训练课程（6学分）（即专业选修课）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论文1学分，专题讲座1学分，参加学术报告、各种专题讨论活动。 
为了保证实习实践效果，学院将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一
批国内外相对稳定的多种形式的实习实践基地。研究生要通过实习实践为学位论文
选题和完成创造条件。 
(一)教学实践方式 
1.以志愿者身份赴海外顶岗实习，在孔子学院、外国中小学等机构从事汉语教学和
文化传播工作； 
2.在国内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实习。 
3.实习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40个工作日，其中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不少于40学时。 
(二）教学实践管理 
1.志愿者由国家汉办或培养学校选拔派出； 
2.实习期间，培养学校应安排教师进行指导，研究生要提交实习计划，撰写实习总
结报告； 
3.由实习单位出具考评意见，学生提交实习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有应用价值，论文选题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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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足够的工作量，达到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的规格和标准。 
2.论文质量每一位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都必须在两位国际汉语教学第一线专
家、教师的共同执导下独立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可以是专题研究，也可
以是调研报告、教学实验报告、典型案例分析、教学设计等。必须具备硕士学位论
文的基本形式和基本要求。学位论文应能体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的工作程序至少包括开题、中期检查、答
辩过程等。 
3.论文评阅论文应有两位专家评阅（不包括导师），至少一位具有正高级职称。 
4.论文答辩在收到两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意见后方可组织对学术
论文的正式答辩。 
5.学位授予在规定的年限内，凡通过课程考试，修满学分，教学实习合格，并通过
学位论文答辩，经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该具有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应具有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能力，胜任汉语听说读写
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具备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的能力。 
在导师的指导下，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和教
学工作。 

 

六、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两年  
七、 其他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该具有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应具有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能力，胜任汉语听说读写
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具备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的能力。 
在导师的指导下，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和教
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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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主要研究以海外母语为非汉语者为对象的汉语
教学，包括如何提高我国汉语国际推广能力，加快汉语走向世
界，改革和完善对外汉语教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以及如何
培养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
型的专业教学人才等。 

张豫峰教授博导 
吴中伟教授 
高顺全教授 
彭增安教授 
刘鑫民教授 
胡文华副教授 
王景丹副教授 
盛若菁副教授 
许金生副教授 
徐晓羽副教授 
李杰副教授 
姚萱副教授 
路广副教授 
杨蓉蓉副教授 
陈潮副教授 
王小曼副教授 
许国萍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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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S620022 
汉语国际教育专题研
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TCS620011 第二语言习得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2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
例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3 中华文化与传播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4 跨文化交际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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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S620022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学位专业
课 

ICES620009 现代教育技术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17 中华文化经典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18 中外文化比较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23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TCS620016 汉外语言对比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7 课程设计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8 国别与地域文化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9 外语教育心理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21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ICES630014 课堂观察与实践2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TCS630002 中华文化技能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30005 教学调查与分析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30007 教学测试与评估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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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通论》 马树德编著，商务印书馆   
2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3 《现代汉语》（重订本） 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4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6 《西方文化史》 徐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7 《中国文化要略》 程裕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修订版) 束定芳、庄智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9 《古代汉语》 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10 《教育心理学——献给教师的书》 吴庆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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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留学生 专业学位） 045300a  
            
一、 培养目标  

 

培养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化，具有较熟练的中国语言文化教学技能和跨文化交际
能力，胜任汉语教学任务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二）具备较熟练的汉语教学技能； 
（三）具有较好的中华文化理解能力和中外文化融通能力； 
（四）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项目组织、管理与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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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   
 学位专业课 5 12   
 专业选修课 4 6   
 专业外语 1 2   
 专业学位公共课 3 8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实践 6   
 学术活动 2   
 其他说明   

 

实践即教学实习共6学分。 
学术活动包括：专题讲座1学分，文化体验1学分。 
总学分不低于48学分。 
核心课程（22学分，含公共学位课）（即学位基础课、专业学位公共课、专业外语） 
拓展课程（12学分，分模块选修）（即学位专业课） 
其中包括：语言教学类6学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类2学分，教育与教学管理类4学分 
训练课程（6学分）（即专业选修课）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专题讲座1学分，参与语言、文化、教育专题讲座。 
2.文化体验1学分，参与中国文化或中外文化交流体验活动。 
（一）实习方式： 
留学生实习原则上应回国在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进行汉语教学实习。实习工作时间
原则上不少于40个工作日，其中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不少于40学时。 
（二）实习管理： 
1.实习期间，培养学校应安排教师进行指导，研究生要提交实习计划，撰写实习总
结报告； 
2.由实习单位出具考评意见，学生提交实习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 
学位论文必须用中文撰写。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汉语国际教育实践,有应用价
值，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足够的工作量，达到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的
规格和标准。 
2.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内容应以针对本国学生的教学实验报告、教学典型案例分析、教学设计为
主。必须具备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形式和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应能体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论文的工作程序至少包括开题、中期检查、答辩过程等。 
3.论文评阅论文应有两位专家评阅（不包括导师），至少一位具有正高级职称。 
4.论文答辩在收到两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意见后方可组织对学术
论文的正式答辩。 
5.学位授予在规定的年限内，凡通过课程考试，修满学分，教学实习合格，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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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经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 
在规定的年限内，凡通过课程考试，修满学分，教学实习合格，并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经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该具有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应具有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能力，胜任汉语听说读写
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具备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的能力。 
在导师的指导下，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和教
学工作。 

 

六、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两年  
七、 其他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该具有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应具有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能力，胜任汉语听说读写
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具备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的能力。 
在导师的指导下，熟悉本领域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工作和教
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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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主要研究以海外母语为非汉语者为对象的汉语
教学，包括如何提高我国汉语国际推广能力，加快汉语走向世
界，改革和完善对外汉语教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以及如何
培养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
型的专业教学人才等。 

张豫峰教授博导 
吴中伟教授 
高顺全教授 
彭增安教授 
刘鑫民教授 
胡文华副教授 
王景丹副教授 
盛若菁副教授 
许金生副教授 
徐晓羽副教授 
李杰副教授 
姚萱副教授 
路广副教授 
杨蓉蓉副教授 
陈潮副教授 
王小曼副教授 
许国萍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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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S620022 
汉语国际教育专题研
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TCS620011 第二语言习得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2 
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
例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3 中华文化与传播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4 跨文化交际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22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学位
公共课 

ICES620010 汉语语言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12 当代中国专题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21 高级汉语2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AST612051 专业外语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ICES620009 现代教育技术 国际文化交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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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流学院 

ICES620017 中华文化经典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18 中外文化比较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23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TCS620016 汉外语言对比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7 课程设计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9 外语教育心理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21 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4 72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查  

专业选修
课 

ICES630014 课堂观察与实践2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论文  

MTCS630002 中华文化技能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30005 教学调查与分析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30007 教学测试与评估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1 18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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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通论》 马树德编著，商务印书馆   
2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3 《现代汉语》（重订本） 胡裕树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4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6 《西方文化史》 徐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7 《中国文化要略》 程裕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修订版) 束定芳、庄智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9 《古代汉语》 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10 《教育心理学——献给教师的书》 吴庆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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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2080  
            
一、 培养目标  

 

了解本学科各领域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本学科各分支的相关理论、内容和研究方
法，能就某一前沿课题撰写论文。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独立研究语言学问题
的能力和一定的对外汉语教学能力，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对外汉语教育人
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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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专业选修课 5 10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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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 3   
 学术活动 1   
 其他说明   

 

（以下未包括必修环节的4学分） 
总学分不低于33学分。 
其中： 
公共学位课须修 4 门      9学分 
学位基础课须修 3门       6学分 
学位专业课须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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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门      2学分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3学分）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至少一学期 
（二）学术活动（1学分） 
在学期间在校内外的学术会议上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必须通过开题报告。论文须独立完成。作者能够掌握相关的文
献资料，充分了解 
前人的学术成果。作者要掌握正确合理的科研方法，态度认真，不弄虚作假。论文
必须有新的发现和见解。思路清晰、行文流畅。字数不少于3万字。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汉语跨文化传播方向科学硕士应全面掌握语言学文化学及语言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
与传播实践，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规范。 
通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具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技能，能胜任听说读写等
课程的教学任务。 
应熟悉对汉语二语教学领域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

 

六、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三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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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本体
研究 

研究汉语语音、汉字、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并将其运用于对外汉
语教学中。 

张豫峰教授博导 
高顺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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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若菁副教授 

2 
对外汉语教学
理论研究 

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课程设置、教材编写、
课堂教学和测试等。 

吴中伟教授 
王景丹副教授 
 

 

3 
对外汉语文化
研究 

梳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现当代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功能，着
重研究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因素，以及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进行文化教学。 

刘鑫民教授 
彭增安教授 
许金生副教授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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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S620000 现代汉语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03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04 对外汉语教学原理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学位
公共课 

MAST612051 专业外语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三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ICES620001 现代语言理论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02 跨文化交际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05 文化语言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2000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2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3 中华文化与传播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6 汉外语言对比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ICES620006 汉语和中国文化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0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1 汉字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3 
对外汉语教材教法研
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4 外语教学名著选读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5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
巧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6 
对外汉语测试理论与
实践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7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8 文化与语言教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四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ICES630009 教育心理学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MTCS620018 国别与地域文化 
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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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概论》 彭增安、陈光磊主编，世界图书出版社   
2 《语法研究入门》 马庆株，商务印书馆   
3 《语法理论纲要》 范晓、张豫峰，上海译文出版社   
4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5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 刘珣，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6 《语音学教程》 林焘、王理嘉，北京大学出版社   
7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商务印书馆   

620



·621· 

8 《多义副词的语法化顺序和习得顺序研究》 高顺全，复旦大学出版社   
9 《现代汉语》（重订本） 胡裕树，上海教育出版社   
10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1 《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徐通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 《古代汉语》 王力，商务印书馆   
13 《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 吴中伟、郭鹏，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 Rod Elli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5 《教学原理》 

Stephen  L  Yelon，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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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中心  
图书情报（专业学位） 125500  

            
一、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知识
解决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养，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
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
才。 

 

二、 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要求 共须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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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学位专业课 5 15   
 专业选修课 3 7   
 政治理论课 2 3   
 第一外国语 2 4   
 必修环节学分要求   
  须修学分   
     
 其他说明   
    
三、 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  

 

（1）专业实践（4学分）：时间为3个月以上。根据硕士生研究方向分别在图书馆有
关部门进行专业实践：古籍保护方向的硕士生在图书馆古籍部等实践，重点掌握历
代文献修复与编目技能；其他方向的硕士生在图书馆各部门实践，重点掌握图书情
报学的特征及相关的服务、管理与数据处理方法。 
考核方式：采用平时考评加学生在实践期末总结（书面）相结合的方式。平时考评
由图书馆各部门的带教老师根据学生实践情况打分，有关导师和导师组成员给学生
的实践期末总结评分。 
（2）社会实践（2学分）:时间不少于3个月。实践单位由导师和学生共同选择。实
践结束时由实践单位总结评分。 

 

四、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形式可以多样，可采用案例型论文、应用基础研究论文、
专项调查报告等。 
2．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着眼实际问题、面向古籍保护及图书
情报工作实务。论文内容要有现实性、应用性，体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3．论文（毕业设计）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须满足复旦大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相关要求和规定，篇幅在10000字到30000字不等。格式应遵循
并满足复旦大学对学位论文的格式要求。 
4．学位论文须由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须有1位具有实践经验的本
领域校外专家；论文评审应重点审核研究生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图书情报
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五、 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检验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标志为： 
（1）参加一个以上科研项目，掌握研究方向和路径； 
（2）达到流利阅读利用专业英语的程度； 
（3）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要求修复完成200页以上的破损书页； 
（4）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要求编目完成50种以上的古籍原编或者完成1种专编目录
（含100至200种文献）。 

 

六、 学习年限  
 2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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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保护与修
复 

培养掌握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图书
馆学、文献学、古籍保护技术、计算机数据库知识解决古籍保
护与修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养，胜任古籍行
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建设需要的
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吴格研究馆员博导 
杨光辉研究馆员 
眭骏研究馆员 
龙向洋研究馆员 
乐怡副研究馆员 
沈乃文研究馆员 
赵嘉福副研究馆员 
童芷珍副研究馆员 
倪建明教授 

 

2 
信息服务与情
报分析 

培养掌握信息服务与情报分析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
能够综合运用图书馆学、文献学、信息科学、管理学、计算机
知识解决信息服务与情报分析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
业素养，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
信息化、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王乐副研究馆员 
温国强研究馆员 
应峻副研究馆员 
张敏副研究馆员 

 

3 
现代图书馆管
理 

培养掌握现代图书馆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图书
馆学、文献学、信息科学、管理学、计算机知识解决现代图书
馆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养，胜任图书情报
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建设需要
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严峰副教授 
郝群副研究馆员 

 

4 
数据管理与应
用 

培养掌握现代图书馆数据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
图书馆学、文献学、信息科学、管理学、计算机知识解决现代
图书馆数据管理与应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
养，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
化、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张计龙副研究馆员 
殷沈琴副研究馆员 
薛崧副研究馆员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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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620012 图书馆学基础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15 
图书情报学术规范、方
法论与论文写作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术活动 LITE630029 传统写印与雕刻技艺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学位专业
课 

LITE620013 信息资源建设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14 中国藏书史研究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16 图书馆管理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17 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18 信息组织与检索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19 古籍整理与保护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20 古籍编目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20022 数字图书馆技术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1 古籍修复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ITE630012 古籍修复基础实践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二学
期 

面授讲课 考试  

专业选修

课 

LITE630013 数据监护研究与应用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14 信息分析与可视化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15 图情前沿与动态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16 古籍编目实践I 
文献信息中
心 

2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17 古籍编目实践II 
文献信息中
心 

2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18 古籍编目实践III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0 古籍保护科技基础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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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630022 
中国古籍修复的理论
与实践（中级）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3 汉字源流与书法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三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4 传统雕版的刻印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5 
《古籍特藏破损定级
标准》与馆藏古籍破损
调查 

文献信息中
心 

2 36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6 古籍版本鉴定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7 
双面字迹图书档案之
装帧与修复 (初级)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一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LITE630028 
双面字迹图书档案之
装帧与修复 (中级) 

文献信息中
心 

3 54 第二学期 面授讲课 考试  
            

本专业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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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选读  
2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图书馆 选读  
3 文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 选读  
4 目录版本学 沈乃文先生主编 选读  
5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选读  
6 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选读  
7 图书情报知识 

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
院承办 

选读  
8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上海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选读  
9 计算机学报 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选读  
10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中国自动化学会与国家智能计算机研
究开发中心共同主办 

选读  

11 软件学报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和中国计算机
学会联合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 

选读  

12 医学情报工作 
卫生部主管、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医
科院医学信息所编辑出版 

选读  
13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人民大学 选读  
14 Web of Knowledge ISI公司 选读  
15 Library Journal Media Source, Inc. 选读  
16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RLG 选读  
17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选读  

18 Library Resource and Technical Servic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选读  
19 IFLA Journal IFLA 选读  
20 图书馆学导论 于良芝/科学出版社2003年 选读  
21 图书馆学概论（修订2版） 

吴慰慈，董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 

选读  
22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 徐引篪，霍国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选读  
23 二十一世纪图书馆新论 

吴建中/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年 

选读  

24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
测评的理论史纲 

范并思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选读  
25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孟广均/科学出版社1998年 选读  
26 信息资源管理 马费成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选读  
27 信息服务与用户 胡昌平/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选读  
28 文献学纲要 潘树广等/广西大学出版社2000年 选读  
29 文献学概要 杜泽逊/中华书局2001年 选读  
30 数字图书——原理与技术实现 高文等/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年 选读  
31 数字图书馆技术与应用 田捷/科学出版社 2002年 选读  
32 Medical Informatics Springer 选读  
33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科学出版社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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